
第五届“春城创业荟”创业创新大赛初赛项目（国际组）

比赛时间：2020年9月8日周二上午（9-12点）

编号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企业名称 申报人

1
China-Yemen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lines

材料、机械能源
New Beginning of China-Yemen 
International Trade (中也新
起点国际贸易)

白老师

2
PRODUCTION OF ORGANIC COMPOST 
USING EFFECTIVE MICROORGANISM 
TECHNOLOGY(EM TECHNOLOGY)

农林、渔牧、食品及
相关产业

RWANDA BIOSOLUTION LTD 李东花

3 RICE PROCESSING MILL
农林、渔牧、食品及
相关产业

RICE PROCESSING MILL 李老师

4 Kivu Travel Service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Kivu 王思奇

5
Agriculture Farm  And Cottage 
Program（农场工坊项目）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Rural Development Business 
Co., Ltd（农村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Easin 
Arafat

6
China-Bangladesh IT Trade and 
Tourism Company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中孟国际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CHINA-B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SERVICE CO.LTD

陆向红

7
Smart Medical Assistant 
ChatBots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BANGLADESH SMART MEDICAL IT 
CO.LTD

陆老师

8

PROGRAME ON PINBAO E-COMMERCE 
WEBSITE CREATION  FROM CHINA 
TO AFRICA 中非品宝电子商务网站
建设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品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NIKIEMA 
YANICK 
ARSEN

9 U游魔方平台项目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哈密达工作室
NOHHYUN
JAE

10
RICE  LAOS —— 依托昆明自贸区
打造老挝原生态大米进入中国市场
销售项目

农林、渔牧、食品及
相关产业

老鼠爱大米 苏朋

第五届“春城创业荟”创业创新大赛初赛项目（国际组）

比赛时间：2020年9月8日周二下午（13-18点）

编号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企业名称 申报人

11 传统泰式古法按摩及芳香理疗 其他行业 昆明嘉益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周冠宇

12 绿巨能互联网回收 其他行业 云南绿巨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马翁

13
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光伏照明系统的
应用与推广

其他行业 云南日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周朝发



14 电竞酒店发展 其他行业 云南柚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崔焕龙

15 瓦利环保 其他行业
云南省昆明市锐赛柯环保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李摹尔

16
共享养老护理员——高标准规范化
护理行业人才共享平台

其他行业 云南瑞泰逸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李承恩

17 以昆明为核心联动县域的智慧社区 其他行业
昆明柏泽晟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王舒

18 智慧建设，智慧停车 其他行业 云南畅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龚志源

19
海梦岛·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
跨境电商产业园

其他行业
海梦岛投资创业服务（云南）有
限公司

方重英

20 云南斯路通贸易公司 其他行业 云南斯路通贸易公司 杨红艳

21 高端装备智能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 其他行业 昆明嘉和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 洪希奕

22 光伏设施快装储能系统 其他行业 云南新安恒科技有限公司 唐晋文

23
pony.shop墨西哥平台+直营门店供
应链合作方案

其他行业 云南帮谋道科技有限公司 刘洋

24
Unitel Life Space 有你生活城市
会客厅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云南赫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胡馨予

25
小步快跑走进越南烟草业——以服
务贸易为杠杆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云南越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李恒

26 滇风鱼拓·传习馆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云南酒窝窝文化信息有限公司 党辉

27 云花新妆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昆明学院 董正莉

28
“走向世界的轿子雪山” ——轿
子雪山景区东南亚推广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蒂朗管理咨询服务（云南）有限
公司

李贵文

29
2020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昆明片区 定向运动挑战赛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云南博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李涛

30
云南巴斯人咨询有限公司 政府企
业数据咨询项目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云南巴斯人咨询有限公司 朱文毅

31
中印国际合作瑜伽大健康项目发展
平台

文化创意和服务咨询
中印国际合作瑜伽大健康项目发
展平台

唐欣

第五届“春城创业荟”创业创新大赛初赛项目（国际组）

比赛时间：2020年9月9日周三上午（9-12点）



编号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企业名称 申报人

32 BON APPÉTIT (BA法式鲜焙）
农林、渔牧、食品及
相关产业

云南邦纳博地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虎鹏

33 云南鲜花绿植一站式采购平台
农林、渔牧、食品及
相关产业

云南保护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张俊琛

34 草地贪夜蛾信息素防治产品
农林、渔牧、食品及
相关产业

昆明博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陶云海

35 高原-滇黄精-白芨-生态药物种植
农林、渔牧、食品及
相关产业

云南阿古甲尼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卜凡

36 牧栖鸟精品咖啡
农林、渔牧、食品及
相关产业

云南牧栖鸟咖啡有限公司 苏睿晨

37 白蚁-鸡枞菌复合养殖技术项目
农林、渔牧、食品及
相关产业

昆明绿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祥燕

38 云印速溶鲜松茸固体饮料
农林、渔牧、食品及
相关产业

云南云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陈姿彤

39 繁华果事生鲜电商
农林、渔牧、食品及
相关产业

云南繁果科技有限公司 马晋文

40 云南麻瑞华那工业大麻项目 生物医药
云南麻瑞华那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赵乾元

41 新型液态散热 材料、机械能源 海洋科技团队 莫景杰

42
云南高原特色植物提取物及油脂在
冷制手工皂中的应用

化工技术和环境科学
云南柏妮兰生物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

颜艳

第五届“春城创业荟”创业创新大赛初赛项目（国际组）

比赛时间：2020年9月9日周三下午（13-17点）

编号 项目名称 所属行业 企业名称 申报人

43 美国精英教育昆明中心项目 培训教育 云南凌览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杨阳

44
森野虫研——云南省昆虫研学资源
开发

培训教育 森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付忠洪

45 攀岩进校园 培训教育 云南擎苍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唐彬

46 茅草屋智能装修管家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云南茅草屋科技有限公司 李贵平

47
小懒猫智慧社区物联网系统的研发
与产业化推广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云南零猫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李家林

48 绘空5智能倾斜摄影设备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云南向量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李洪翠

49 嘉宝智慧云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昆明嘉宝康乐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秦鹏

50 短颈鹿电竞云管家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云南黑岩科技有限公司 杨云秋



51
互联互通理念下滇中地区跨境电商
加速逆行-胡淳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跨境电商 胡淳

52
牛油果（NYG）-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产品防伪溯源平台系统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云南芝比科技有限公司 张恒

53 跨境电子商务运营项目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云南零点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吴旭平

54 互联网+教育行天下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云南安奇科技有限公司 李瑷希

55 云南VR掌上教育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喜团商贸有
限公司

鲁剑红

56 人人造物3D建筑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云南印能科技有限公司 赖哲

57 多语言智慧点餐系统（ThaiOK)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云南泰想去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罗媛

58
中英商洽合作平台 - 由昆明市侨
联青委会推荐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云南标润科技有限公司 全缨竹

59
旭腾数字化解决方案一站式服务平
台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旭腾科技（云南）集团有限公司 姚竣姗

60 云南旅游区块链 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 方片五科技公司 李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