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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改革开放 39 年，即将步入“四十不惑”的新时代；创业基金会成立 11 载，
站在了第二个十年的新起点。

务实规范，深耕精进，为 2017 年留下最好注脚：

这一年，中国“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重塑全球经济格局，国产 C919 大型客机首飞成功，“复
兴号”京沪高铁正式双向首发……国人励精图治，勇攀高峰，新时代号角已经吹响，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前景更加光明。

这一年，创业基金会携手 23 家分会，坚持以“规范、透明、高效”为目标，坚持围绕“天使基金”
一条主线，加大“选、投、育、退”工作力度，扩大“天使基金”资助范围，规范优化“天使基金”
管理办法及资助流程，全面升级改版“天使基金”产品手册 , 坚持创业教育产品微创新，开展创
心之路研究，创心伙伴服务成效初显。

这一年，“天使基金”资助创业项目 332 项、资助金额首次突破 7000 万元，再创历史新高；
历年累计资助创业项目 1969 项、资助金额 38290.9 万元，公益资金利用率进一步提升。2017（第
11 届）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在创新创业新地标——上海杨浦区长阳创谷举行，当周举办
70 场主题活动，145 家创业企业参展，参与人次超过 12000 人，面向创业企业的线下路演融资
平台功能逐步显现。

这一年，创业基金会自身建设再上台阶，申报并获认定为慈善组织；完成减资退出创业接力，
有利于创业接力高效决策做强市场，有利于创业基金会规范管理做大公益。

十年前，创业基金会“天使基金”率风气之先，打造早期创业生态链，树业内标杆；十年后，
天使投资人、投资机构纷至沓来，早期创投圈呈现繁荣势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大潮澎湃，
百舸争流，创业服务领域新问题新情况时有出现。如何更规范高效运行“天使基金”，公益资助
产品如何升级迭代，成为创业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作为专注于扶持大学生青年创业的公益资金，“天使基金”运营既顺
应创业服务环境的发展变化，亦面对严格的社会监督。务实规范，深耕精进，才能厚积薄发。

“精进”一词源于梵语 virya，所谓“精进者，谓心练于法而不懈怠”，寓意专心致志，克服
懒惰与懈怠，方得进步。

践行公益，不但要有耐得寂寞的心性，更要有精进不舍的毅志。“精”是标准，是严谨规范、
精益求精，不是敷衍了事、得过且过；“进”是姿态，是锐意进取、激流勇进，更是心怀远方、追求卓越。

精进，需要规范。公益资金的属性，决定了“天使基金”不仅要得到大学生创业者的青睐，
而且管理运作也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唯有规范决策、规范制度、规范流程、规范操作，夯实基础，
才能蓄势待发。

精进，需要自省。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精进“要每天反省”，亦是成长所必须的最基本条件，
磨练心志，才能持续进步。

精进，需要耐心。公益产品的创新精进，困难挫折在所难免，以极大的耐心和韧劲，克服急
躁惰怠，坚持不懈，志愿无惓，才能水到渠成。

精进，需要纯粹。所谓纯而不杂谓之精，一旦认清了目标和方向，就要精诚集中，专注纯粹，
才能锻造专业，成就极致。

2018，让我们和创业者一起，站在新起点，迎接新时代，精益求精，锐意进取，规范高效，
深耕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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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鹰计划是指 EFG 委托代持孵

化机构以投资入股创业企业的

资助模式。适用有技术或商业模

式创新、成长性较高的项目。资助额

度不超过 50 万元，资助期 3 年， 代

持机构所持股权不参与分红， 资助期

满原价退出。

雄鹰计划
雏鹰计划

创业资助

雏鹰计划是指 EFG 委托金融机构向

创业者发放免息免抵押小额信用贷款

的资助模式，适用金额需求较小、现金

流有一定保障的各类创业项目。资助额

度不超过 30 万元，资助期 3 年，创业者

按 36 个月等额本金还款。

三项
业务

已覆盖约 170 个国家，超过 1000 万青年创业者关注并参与。每年
创业周当周，中国站举办活动超过 50 场，参会人次超过 1 万人。

打造以“创业基金会”公众号为核心的新媒体矩阵，开展新媒体
人才培养。

创业倡导

全球创业周：

创业力传播：

GCC，全称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ampus Center ，
以高校创业类社团为对象，开展创业活动。

GCC：

由上海创业力评鉴中心依托创

业基金会数据平台，构建千人

级常模，以及创业特质模型，融

合现代心理学理论，为创业者

及其团队提供人本服务，重塑

一颗至强创业之心！

研究生计划
Graduate Project Entrepreneurship Assessment

创业谷由创业基金会于 2010

年发起，旨在通过公益集训的

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发现并培

育创业者，截至 2017 年底，共

举 办 了 36 期 课 程，培 养 了

2200 余位创业者。

由上海市教委指导，创业基金

会主办，旨在促进研究生创新

创业人才培养，包含“自我认

知”、“商业启蒙”和“创业实践” 

等培养模块。五年来，共计孵化

539 个项目，其中 226 个项目

成立公司，121 个项目获得了

天使基金的资助。

创业教育

创业力评测

上 海 市 大 学 生 科 技 创 业 基 金 会 (Shanghai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for 

Graduates，简称创业基金会或 EFG）成立于 2006 年 8 月，是中国首家传播创业文化、支持创业实践的公益

机构；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简称“天使基金”） 是上海市政府设立的专注于扶持大学生青年创新创

业的公益基金。天使基金资助的产品主要为“雏鹰计划”、“雄鹰计划”。

   具有中国国籍；

   毕业八年内的毕业生
（含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归国留学生）

   或在校生
（专科三年级、本科四年级、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获得资助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1. 申请人须成立企业且为企业自然人大股东及担任法定代表人；

2. 企业需注册在上海，注册时间不超过三年；

3. 申请人需要全职投身于创业；

4. 雄鹰计划资助企业的自筹资金需高于EFG资助金额且以货币形式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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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 VIRYA
By 2017,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d been carried out for 39 years, meaning that a new era of “no perplexity 
at forty” was about to be unveiled; by 2017, the Shanghai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for Graduates 
(EFG) had existed for 11 years, and was at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the second decade.

Pragmatic efforts, standardization and virya are the keywords that best describe the year of 2017. 

During this year,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eld by China reshaped the global 
economic picture; the home-made C919 airliner successfully made its maiden flight; the “Revival Express” (Fuxing 
Hao) Beijing-Shanghai high-speed train officially debuted two-way operation...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made every 
effort to scale new heights, creating an even more bright future for the dream of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is year, the EFG, together with its 23 chapters,worked towards the goals of “standardization, transparency 
and high efficiency”. Revolving around the “Angel Fund”, we stepped up efforts in the work of “selection, 
investment, fostering and exit”, expanded its funding scope, standardized and optimized its management measures 
and funding procedures, comprehensively revised and upgraded its product manual, insisted on micro-innovation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ducts, and carried out “The Road Makers” research, and the maker partner services 
already produced good early results.

During this year, the “Angel Fund” funded 332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and the amount exceeded RMB70mn for the 
first time, hitting a record high. For the past years, the number of projects being funded totaled 1969, and the 
accumulated funding amount reached RMB382.909mn.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public welfare funds was further 
improved. The 2017 (11th) Entrepreneurship Week•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was held in the new landmark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Changyang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in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During the 
week, 70 thematic activities were held, 145 startups and more than 12000 people participated. And the role of the 
offline financing roadshow platform for startups took shape. 

During this year, the EFG took a further step for its building, as it applied to be and was recognized as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t exited from STEP holdings by reducing capital investment, which was a move beneficial for the STEP 
Holdings to make efficient decision making and grow the market, as well as for the EFG to standardize management 
and grow th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

Ten years ago, the EFG’s “Angel Fund” took the lead in building the early-stage entrepreneurship ecological chain 
and set a model for the industry; Ten years later, angel investors and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have rushed to the 
early-stage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circle and made it prosperous. Amid the rising tide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new problems and new situations in the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 field occur every now and then. 
How to operate the “Angel Fund” in a more standardized and efficient way and how to upgrade the products of 
public welfare funding have become the Sword of Damocles hanging over the EFG for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ing prudent and thoughtful is necessary. As a public welfare fund focused on supporting college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the operation of the “Angel Fund” should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 environment, and moreover, it is under strict social supervision. We should be pragmatic to 
standardize our work and maintain virya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nly by doing this can we realize greater success. 

“Virya” is a Sanskrit word. A person who practices virya is tireless in cultivating his mind. Hence, we use the word to 
imply that progress can only be made based on concentration and overcoming of sloth. 

Th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 requires us to have a strong mind to endure loneliness and determination to maintain 
virya, or “Jing Jin” literally in Chinese. “Jing” represents the rigorous standard and tireless efforts for improvements; 

“Jin” represents an enterprising attitude and an aspiring mind to seek excellence. 

Virya requires standardization. The nature of being a public welfare fund determines that the “Angel Fund” should not 
only interest college student entrepreneurs, and also, its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should stand the test of history. 
Only by standardizing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s, policies, processes and procedures an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can it get well-prepared to take off. 

Virya requires introspection. As Confucius’ disciple Zeng Zi said, “I reflect myself according to three principles every 
day" . Virya should be performed based on daily introspection. Daily introspection is also essential for us to grow up. 
We should hone our mind to make continuous progress. 

Virya requires patience.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may be inevitable in innovating public welfare products. Thus, we 
should have great patience, tenacity, and self motivation and mak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realize brilliant success. 

Virya requires purity. That is, no impurity exists. Once we identify our goals and direction, we should stay concentrated 
to fulfill them and achieve excellence.

In 2018, standing at a new starting point, we will, together with the entrepreneurs, keep forging ahead and embrace 
the new era. W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excellence, get more standardized and efficient. We will maintain virya and 
pursue great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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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7 天使基金 “选、投、育、退 ”再创辉煌，当年受理项目 1 0 6 4 项，首次突破千位数；资
助项目 3 3 2 项，历年累计资助金额近 4 亿元，当年资助额再创历史新高；退出项目 1 5 6 项，
累计退出率达 8 6 . 5 6 %  。

历经十一年，与近 2 0 0 0 家创业企业风雨相伴，在天使基金业务上精进深耕、默默付出，
不断规范与创新机制，为创业者助力加油！

“大水之中，必有大鱼 ”，在创业大潮中，愿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大浪淘沙中，披荆斩棘， 
冲出康庄大道！而我们则更有责任与义务在创业资助的道路上精益求精、深耕业务，陪伴他
们一路砥砺前行，呈现繁花似锦的创业 “新常态 ”！

The Angel Fund achieved unprecedented,  br i l l iant results in 2017.  Throughout 
the  year,  i t  rece ived  1064  pro jec t  app l i ca t ions ,  a  f igure  above  1000  for  the  
f irst  t ime, and funded 332 projects ,  increasing the cumulative funding amount 
to near ly RMB400mn, with the highest growth in i ts  histor y ;  besides,  i t  exited 
from 156 projects,  and the cumulative exit rate reached 86.56%. 

Over  the  pas t  e l even  yea r s ,  the  Ang le  Fund  has  of fe red  suppor t  fo r  nea r l y  
2000 star t-ups. It  has made constant effor ts in developing angle fund business 
a s  w e l l  a s  s t a n d a rd i z i n g  a n d  i n n o va t i n g  re l e va n t  m e c h a n i s m s  i n  a  b i d  to  
empower star tups. 

Big waters nur ture big f ish.  Amid the r is ing t ide of  entrepreneurship,  we wish 
more  and  more  en t repreneur s  can  b laze  the i r  way  fo r ward  th rough  a l l  the  
d i f f i c u l t i e s  a n d  r e a l i z e  s u c c e s s e s .  O n  o u r  p a r t ,  w e  h a v e  e v e n  m o r e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a n d  o b l i g a t i o n  t o  m a k e  e n h a n c e d  e f f o r t s  i n  d o i n g  o u r  
en t rep reneu r sh ip  fund ing  job  and  suppor t i ng  them on  the i r  deve lopment  
course, thereby to create a bri l l iant entrepreneurial  “new normal”! 

Angel Fund
天使基金2017

上 海 市 大 学 生 科 技 创 业 基 金 （ 简 称 “ 天 使 基 金 “ ） 是 上 海 市 政 府 设 立 的 专 注 于 扶 持 大
学生青年创新创业的公益基金。天使基金资助的产品主要为“雏鹰计划”、“雄鹰计划”。

创业基金会成立至2017年底，累计受理创业项目6925项，资助项目1969项，资助金额
3.82亿元，退出项目960项，退回金额1.42亿元。

2017年，各分会受理项目1064项，资助项目332项，资助金额7428万元。

雏鹰计划：

是指创业基金会委托金融机构向创业者发

放免息免抵押小额信用贷款的资助模式，

适用金额需求较小、现金流有一定保障的

各类创业项目。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30

万元，资助期3年，创业者按36个月等额

本金还款。

Eaglet Program

雄鹰计划：

是指创业基金会委托孵化机构投资入股创业

企业且不享受股东收益的资助模式。适用技

术含量高或商业模式创新、成长性较高的创

业项目。资助金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资助

期3年，孵化机构代持股权不参与分红，资助

期满原价退出。

Eagle Program

V I R Y A  • F U N D I N G

精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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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进·资助

雄鹰计划

雏鹰计划

天使基金 ANGEL FUND

成   果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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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基金会东华大学分会于2009年5月由东华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方合作设

立，面向本校及有志在长宁区创业的青年大学生，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

目。上海新因子众创空间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东华大学的创业孵化机构，受东华大学和创业基金会

的委托，承担东华大学分会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

工作，依托东华大学及相关社会资源，开展大学生创业宣传、创业教育、创业资助和创业服务。

创业基金会电力学院分会于2009年10月由上海电力学院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方合

作设立，面向本校及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且与电力有关的专业

或新能源领域专业(上海电力学院本校申请者不受专业限制)相关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上海电力科

技园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电力学院的创业孵化机构，受上海电力学院和创业基金会的委托，承担电

力学院分会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托上海

电力学院及相关社会资源，开展大学生创业宣传、创业教育、创业资助和创业服务。

创业基金会对外经贸大学分会于2008年6月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

会双方合作设立，是目前EFG唯一一家同时具有创业教育功能和资助孵化功能的分会，面向本校

及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对外经贸大学分会

承担本分会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托上海对

外经贸大学及其创业学院以及大学松江创客中心和古北620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开展大学生

创业宣传、创业教育、创业资助和创业服务，资助孵化的创业项目以城市创新服务和国际化业务为

主。

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分会于2007年1月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方合作设

立，是创业基金会成立初期设立的八家分会之一，面向本校及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

天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上海复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原校产办）作为复旦大学的

创业孵化机构，受复旦大学和创业基金会的委托，承担复旦大学分会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

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托复旦大学及社会资源，为大学生创业团队提

供场地和政策支持、创业导师、信用担保单款、创友会、相目推介等创业相关服务，常年受理创业

项目申请，每学年集中评审两次，孵化培育出以“复展科技”、“复享光学”、“爱回收”、“音明股

份”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创业企业。

受理分会
( 按拼音排序 )

联系人 联系方式
 ( 区号 021）

受理范围 支持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
( 注册地要求、场地支持、行业偏好等 )

周老师

高老师

高老师

桂老师

张老师
袁老师

甘老师

郭老师

曹老师

司老师

施老师

吴老师

毛老师

奚老师

张老师

李老师

何老师

丁老师

林老师

杨老师

吉老师

俞老师

汪老师

本校及注册地

全国（电力及

全国

全国

全国

全国

全国

本校

全国

交大安泰MBA

本校

全国

全国

全国

本校

全国

全国

全国

本校

全国

本校

本校

52806690

13371896209

67703491

55664258

18616558205

62755968

64252638

54342615

57090393

62932743

64286993

60675292

20742967

56331161

55272732

64322638

64835913

67799484

17317903205

55238195

65988557

0852-34002703

东华大学分会

电力学院分会

对外经贸大学分会

复旦大学分会

奉贤光明专项基金

工程技术大学分会

华东理工大学分会

华东师范大学分会

华东政法大学分会

交大安泰专项基金

交通大学分会

闵行分会

浦东分会

上海大学分会

上海理工大学分会

上海师范大学分会

市创业中心分会

松江分会

视觉艺术专项基金

天使伙伴专项基金

同济大学分会

香港理工大学分会

13701611352

13916578393

在长宁区

新能源领域）

免房租费，收取一定金额的孵化服务费

免场租，酌情收取一定数量管理费
（含电话、网络、清洁费）

详情请洽联系人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1.5元/平米/天起

第一年全免，第二年免50%

免费提供注册地址（仙霞路350号）并协助
办理工商注册；办公场地房租第一年全免，
第二年免50%，第三年免25%

华理孵化基地享受前三年分别四六八折优惠，
并可提供实验室场地租赁。

上海交大科技园 1.3元/平米/天起；资助期内
享受房租减免政策

上海交大科技园 1.6元/平米/天起；6个月
享受房租减免政策

科技类企业，半年内，200元/工位/月

半年免租，资助期内2.1/平米/天起

第一年免费，第二年0.4元/平米/天，
第三年0.8元/平米/天

详情请洽联系人

详情请洽联系人

详情请洽联系人

详情请洽联系人

详情请洽联系人

详情请洽联系人

详情请洽联系人

资助期内，0.7元/平米/天起

第一年全免，第二年免50%

详情请洽联系人

分会介绍 INTRODUCTION OF CHAP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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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基金会华东理工大学分会于2007年4月由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

方合作设立，是创业基金会成立初期设立的八家分会之一，面向本校及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

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华东理工大学产业处负责华东理工大学分会的

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上海华东理工大学科技

园有限公司受华东理工大学和创业基金会的委托，承担天使基金创业孵化机构相关职能。华东理

工大学产业处依托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科技创业中心、华东理工大学科技园、海湾科技园的创新

创业服务环境，设立独立的项目管理和资金管理部门，提供大学生创业过程的相关培训、咨询服

务，降低学生创业公司营运成本，为大学生创业营造良好创业环境。

创业基金会华东师范大学分会于2007年10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

方合作设立，面向本校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华东师范大

学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上海华东师大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承担华东师范大学分会的天使

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托华东师范大学，为创业

学生提供创业政策、金融、人力资源、创业指导等全方位大学生创业相关服务，对于申请基金成功

的创业者全程有专人辅导，并提供创业扶持场地，第一年租金全免，第二年租金免50%。

创业基金会华东政法大学分会于2011年7月由华东政法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

方合作设立，面向本校及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

目。华东政法大学学生处学生就业中心承担华东政法大学分会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

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托华东政法大学及相关社会资源，开展大学生创业宣

传、创业教育、创业资助和创业服务。

创业基金会交大安泰专项基金（或称安泰MBA专项基金）于2011年9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

与管理学院、创业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分会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合作设立，面向本校

MBA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承担

交大安泰专项基金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

托交大国家科技园、慧谷高科技创业管理中心，为初创企业提供园区入驻、苗圃孵化等服务；充分

利用交大品牌资源、校友资源、技术与管理优势，提供创业指导、项目诊断、技术合作、品牌展示

与推广、创业领袖训练以及对外融资对接等服务，促进初创企业健康成长。

创业基金会交通大学分会于2007年1月由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方合

作设立，是创业基金会成立初期设立的八家分会之一，面向本校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金

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上海交大科技园有限公司及上海交大技术转移中心受上海交通大

学和创业基金会委托，承担交通大学分会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

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为大学生创业青年提供日常办公、资源整合、企业扩张过

程中所需的各种创业服务。交通大学分会孵化培育出以“饿了么”、“瑞一科技”、“59store”为代

表的一批大学生创业企业。

创业基金会闵行分会于2016年7月由上海市闵行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

金会双方合作设立，面向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且有志在闵行区

创业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上海淦湾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受闵行区科委和创业基金会委托，承担闵

行分会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闵行区科委成

立了由科委领导挂帅、闵行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为主要成员的分会领导小组，着力推进大学生青

年在闵行创业。闵行分会为大学生创业公司提供前半年200元/工位/月的优惠办公场所租赁等服务。

闵 行 分 会

创业基金会奉贤光明专项基金于2011年11月由上海光明村科技创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科技创业

中心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合作设立，面向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

金资助条件且有志在奉贤区创业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上海光明村科技创业有限公司承担奉贤光明

专项基金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近年来，上

海光明村科技创业有限公司与高校、科研院所和国内外著名企业建立了产学研合作联盟，获得了

60多项国家专利。

创业基金会工程技术大学分会于2011年7月由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

会双方合作设立，面向本校及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且有志在长

宁区创业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创

业孵化机构，受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和创业基金会的委托，承担工程技术大学分会的天使基金创业

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托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及相关资源，

开展大学生创业宣传、创业教育、创业资助和创业服务。孵化基地位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国家大学

科技园，地处上海虹桥商务区的核心区域，毗邻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所在园区是长宁区首家创业

园区、上海市首批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和教育部科技部认定的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创业项

目可申请入驻半年免费创业苗圃工位，或申请优惠独立办公室（第一年免租、第二年免50%，第三

年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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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基金会浦东分会于2015年2月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发起、由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

员会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方合作设立，面向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

使基金资助条件且有志在浦东新区创业的大学生创业项目。共青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员会承担浦

东分会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浦东新区政府

成立了由分管副区长挂帅的分会工作领导小组，新区人保局、科委等相关单位共同组成工作小

组，有力促进大学生创业企业落户在浦东、成长在浦东。

创业基金会松江分会于2007年6月由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

方合作设立，是创业基金会成立初期设立的八家分会之一，面向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资助

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且有志于在松江区创业的大学生创业项目。松江区科委承担松江分会的天

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为大学生创业公司提供优

惠的办公场所，第一年房租免费，第二年租金减免50%，第三年减免25%，依托松江区政府及相关

资源，推进松江大学城科技文化资源优势与地方经济建设的融合，推动松江大学城学生科技创

业、文化创意活动发展。

创业基金会视觉艺术专项基金于2011年由上海视觉艺术学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政府和上海市

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合作设立，面向本校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

业项目。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承担视觉艺术专项基金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

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托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本着“鼓励创新、注重特色、悉心指

导”的理念，努力构建扶持学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的工作，深入开展区校共建、国际交流、校企合

作，将创业教育、创业实践、创业孵化有机整合，同时辅以师资培训等“软环境”建设，进一步扎

实推进创新创业教育研究与实践育人工作。

创业基金会天使伙伴专项基金是创业基金会2013年6月发起设立的直属分会，面向来自国内外的

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上海市天使基金创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受创业基金会委托，承担天使伙伴专项基金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

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托创业基金会，联合天使伙伴（创业孵化机构和天使投资机构），以

合作天使伙伴推荐的方式或创业者自主申请的方式广为开展天使基金项目资助及创业相关服务。

天使伙伴专项基金孵化培育出以“泰笛科技”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创业企业。

创业基金会同济大学分会于2007年1月由同济大学与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方合作设

立，是创业基金会成立初期设立的八家分会之一，面向本校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

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上海同济科技园孵化器有限公司作为同济大学的创业孵化机构，受同济

大学和创业基金会的委托，承担同济大学分会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

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同济大学成立了以主管校领导为组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领

导小组，统一调配校内资源，鼓励大学生科技创新，努力培育大学生科技创业精神，营造校园科技

创业环境，全力推进大学生科技创业工作。同济大学分会孵化培育出以“同臣环保”为代表的一

批大学生创业企业。

创业基金会香港理工大学分会于2013年4月由香港理工大学与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

方合作设立，同时以平行基金的方式设立“理大专项基金”，由香港理工大学承担“理大专项基

金” 创业项目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等工作。为推动沪港深三地创新创业文化，培

育三地青年的创意思维及创业精神，“理大专项基金”以奖励性资助的方式为每个获批的创业项

目提供一定数额的创业种子基金，资助面向理大学生及校友或其他符合条件的香港高校毕业生

在上海或深圳创业。

创业基金会上海大学分会于2007年12月由上海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合作设立，

是创业基金会成立初期设立的八家分会之一，面向本校及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

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上海大学科技园区作为上海大学的创业孵化机构，受上海大

学和创业基金会的委托，承担上海大学分会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

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托上海大学优势学科、大学科技园等服务平台，发挥产学研功能，积极推

进大学生创业。上海大学分会孵化培育出以“灵信视觉”、“绿度股份”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创业

企业。

创业基金会上海理工大学分会于2007年1月由上海理工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

方合作设立，是创业基金会成立初期设立的八家分会之一，面向本校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

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上海理工大学产业处及上海理工科技园有限公司承担上海理

工大学分会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托上海

理工大学以及上海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理工国家大学科技园、杨浦区政府等平台，本着

“鼓励创新、支持创业、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的理念，为大学生创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与支撑。

上海理工大学分会孵化培育出以“精智实业”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创业企业。

创业基金会上海师范大学分会于2015年12月由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双

方合作设立，面向本校及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资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

目。上海师范大学团委及上海师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上海师范大学分会的天使基金创

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依托上海师范大学以及上海师大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上海蚂蚁雄兵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徐汇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青年创业学院、海湾科技园等多家合作单位的创新、创业

服务环境，为创业学生提供创业指导、培训咨询、开业服务等全方位立体化创业支持。

创业基金会市创业中心分会于2007年1月由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双方合作设立，是创业基金会成立初期与设立的八家分会之一，面向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年，资

助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承担市创业中心分会的天使基

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及退出等工作。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是上海市

科委直属的非盈利的社会公益性科技事业服务机构，也是国家科技部批准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创

业服务中心、上海科技企业孵化协会的挂靠单位以及上海国际企业孵化器的牵头单位，致力于

“转化科技成果、孵化科技企业、培育科技企业家”，为大学生提供项目孵化、场地出租、政策落

实、创业培训、投融资等创业孵化服务，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促进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

和国际化。市创业中心分会孵化培育出以“泰坦科技”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创业企业。

浦 东 分 会
松 江 分 会

天 使 伙 伴 专 项 基 金

09 / 10



典型案例：2017年天使基金“雏鹰奖”获奖企业
TYPICAL CASES: THE EAGLET PROGRAM 2017

企业名称：上海慕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林钢    

企业介绍：于2017年获得创业基金会闵行分会资
助。主要针对于航空发动机、舰船动力、大型发电
机组、石油化工企业、炼钢企业、分布式能源等领
域，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属于我国目
前唯一一家拥有旋转机械专业设计背景的健康诊断
公司，目前掌握国内的技术制高点。

企业名称：上海联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王祥

企业介绍：于2015年7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同济大学
分会资助。公司为客户提供基于云平台的污水、
空气、能源和生产数据等一系列数据监测信息化
解决方案。

企业介绍：于2016年8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华东理工

大学分会资助。其致力于对传统月嫂、育婴师服务

模式升级改造，专注为中高端母婴家庭提供“姆爱

自营+个体经营”的月嫂、育婴、泌乳指导等高品

质母婴护理服务。以母婴护理人才孵化基地为后

盾，结合员工化管理模式、标准化服务体系和人性

化服务，通过移动互联网连接服务人员、母婴家

庭、母婴用品厂商，共同打造高品质、高标准、高

安全的母婴服务生态平台。

企业名称：姆爱健康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创始人：杨小明      

企业名称：上海音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林峥

企业介绍：于2015年5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

分会资助。是一家专注于企业信息化建设、移动应

用开发及智能化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2017年8

月新三板挂牌，股票代码871819。

V I R Y A  • F U N D I N G

精进·资助

创业项目申报、资助、退出数据统计 (2017-01-01至2017-12-31)

分会
已申报

数量 数量 金额（万元） 金额（万元）数量 金额（万元）数量

已资助 已注册 已退出

东华大学分会

电力学院分会

奉贤光明专项基金

对外贸易大学分会

复旦大学分会

华东理工大学分会

工程技术大学分会

华东师范大学分会

华东政法大学分会

交大安泰专项基金

交通大学分会

浦东分会

闵行分会

上海大学分会

上海理工大学分会

上海师范大学分会

市创业中心分会

松江分会

视觉艺术专项基金

天使伙伴专项基金

天使引导专项基金

同济大学分会

香港理工大学分会

总计

37 

10 

6 

73 

14 

100 

21 

15 

3 

21 

30 

41 

92 

54 

38 

32 

10 

30 

5 

326 

0

76 

30

1064 

16 

3 

0 

15 

1 

23 

13 

7 

1 

8 

8 

27 

34 

13 

10 

11 

2 

13 

1 

149 

0

26 

14

395 

2 

3 

1 

9 

1 

15 

6 

3 

5 

8 

10 

0 

5 

10 

9 

0 

4 

6 

1 

32 

4

14 

8

156 

35

41

20

140

20

210

95

50

80

280

233

0

100

145

138

0

80

98

10

840

200 

245

75

3135 

3215

610

0

1051

50

4179

1470

1140

500

1685

3094

10890

8818

1712

1300

880

300

1440

500

34037

0

4867

130

81868 

11 

4 

0 

12 

1 

24 

10 

1 

3 

8 

6 

24 

26 

12 

10 

7 

0 

12 

1 

125 

0

21 

14

332 

240

115

0

146

30

713

275

10

90

250

160

620

745

195

149

105

0

245

10

2715

0 

485

130 

7428 

Data on application, funding, registion, quitt ing  of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Jan. 01, 2017 ~ Dec. 3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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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创业精神！提升创业能力！基金会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资源。自2015年成立“上海创业力
评鉴中心”以来，每年不断推陈出新、深化延展服务产品，以求为创业者提供更专业、更高效、更针
对性的服务。 2017年，评鉴中心深度访谈了18位创业者并完成案例收集，建模并展开调研得到了
322份有效问卷，基于以上研究，撰写并发布了“创心之路”数据研究第三季《创业困境篇》。评鉴
平台为基金会及合作机构评测801人，常模库扩充至2700，同时为合作机构培训创业力评估基础知识
专场，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创业力专业课程研发完成，培训活动9场，受训人数485人。

创业谷于2010年正式推出以来，已成功举办36期，共培训学员超过2200人。2017年共举办6
期创业谷，并且创新性地开展了4期分会合作专场（松江、闵行、浦东和长宁专场），学员426
人，其中 66个项目通过天使基金评审。 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共计103个项目入选立项，
其中54个项目负责人走上创业之路， 15个项目通过天使基金复审，拟获资助。

创业之路有我相随，伴你成长，助你起飞！

Our foundation has devoted considerable energy and resources to advocating the spirit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mproving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anghai Entrepreneurial Assessment Center” (EAC) in 2015, we have constantly innovated and 
extended our service products every year, thereby to provide more professional, efficient and 
relevant services for entrepreneurs. In 2017, The EAC mad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8 
entrepreneurs and completed case collection. Moreover, it conducted modeling and surveys and 
received 322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the third episode of “The 
Road Makers” data research – A Chapter of Entrepreneurship Hardships was written and published. 
The EAC platform assessed 801 people for the foundation and cooperating institutions, expanding 
the norm library to 2700. Meanwhile, it provided basic entrepreneurial assessment knowledge 
training for cooperating institutions to help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service competence.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specialized courses has been accomplished, and 9 training 
sessions have been offered for 485 participants. 

The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since its official launch in 2010, has been successfully held for 36 
sessions, and more than 2200 people have received training. In 2017, a total of 6 sessions were 
held, and innovatively, 4 special sessions (Songjiang, Minhang, Pudong and Changning special 
session respectively) were held based on cooperation with thechapters, providing training for 426 
participants, and 66 projects passed the Angel Fund’s examination. Under the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e training program, a total of 103 projects got selected 
and were established, 54 project leaders have taken the path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15 projects 
have passed the Angel Fund’s reexamination and are going to be funded. 

On your path of entrepreneurship, we are always with you to help you grow up and fly high!

Education
教育2017

V I R Y A · E D U C A T I O N

精进·教育

企业介绍：于 2015 年 10 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东

华大学分会资助。项目专注于高端水性工业涂

料、油墨等领域添加剂产品的销售业务，所引

进的世界领先技术产品解决了传统溶剂型工业

涂料、油墨中含有大量挥发性有机物对人体健

康造成危害的问题，并且为客户开发出高性能

的环保型纺织面料涂层产品和环境友好型高效

阻燃材料。

企业名称：上海鸿苗实业有限公司

创始人：洪贵山   

企业名称：淘洗洗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创始人：邓洋洋

企业介绍：于2014年7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分会资助。以无人值守的共享洗衣
模式为切入点，打造青年人智能化生活服务平
台。针对不同洗护现状，为传统运营商提供以
物联网技术模块为支持的标准化SAAS服务和完
整的洗护软硬件场景式解决方案。

企业名称：上海四宸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徐渥明

企业介绍：于2017年5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交大安
泰专项基金资助。公司通过大规模数据分析，
消费者人群画像，可动态优化的营销规则等智
能化的技术手段和专业化服务，为时尚消费
（奢侈品、化妆品，时尚等）行业的智能营销
提供解决方案。2016年12月获得100万融资。

企业名称：上海姬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顾煜

企业介绍：于2016年6月获得创业基金会浦东分会
资助。智能女包中含有GPS定位、蓝牙无线追
踪、手机与包双向防丢失等多种现代智能科技，
能够有效保护中国女性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企业名称：万禾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

创始人：万权辉

企业介绍：于2014年5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上海大
学分会资助。公司主要投资出品自制各类电视
剧、电影以及原创孵化IP。2016年3月获得225
万融资。

企业名称：上海未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刘泽龙

企业介绍：于2017年8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交通大学
分会资助。公司是以互联网+现代农业为平台的
一站式全程耕种机械化服务提供商，公司应用物
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现代化技
术给用户提供农机作业，生产管理，应急调度，
供需信息等服务。2016年8月获得300万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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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谷：EFG创业训练营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CAMP

“创业谷”是EFG创业实验室推出的“成长之路创业领袖培育计划”的系列项目之一，EFG创业
实验室是由创业基金会发起，并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全国性创新创业教育基地，旨在传播创业文
化、整合社会创业资源、支持创业实践。

创业谷于2010年正式推出，旨在通过集训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发现并培育有志于走上创业道路
的大学生创业者的公益活动。在这里，创业前辈、投资人、培训师和专家等团队，与学员共同分享创
业经验， 并围绕创业计划、商业模式、团队协作，成长潜力等模块，展示学员的创业潜力和能力，提
升学员对创业的感悟和思考；符合条件的创业者还有机会获得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简称天使
基金）公益资助。

迄今，创业谷已成功举办36期，共培训学员超过2200人。2017年共举办6期创业谷，并且创新性

地开展了4期分会合作专场（松江专场、闵行专场、浦东专场和长宁专场），培训学员426人，其中 

66个项目通过天使基金评审。

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主办的“2017 年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计划”于 2017 年 4 月正式启动。对于入选培养的获奖项目，最高给予 3 万元的奖创金支持；
对于获得“创星奖”一等奖的创业项目，给予“天使基金”资助绿色通道；申请人可获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天使基金”资助。 2017 年研究生计划共有 103 个项目入选培养，其中 54 个项目负责人走
上创业之路，创业转化率为 52.4%，有 15 个项目获“创星奖”一等奖，拟获得天使基金资助。

2013 至 2017 年五年期间，研究生计划共计孵化 539 个项目，其中 226 个项目负责人成立公
司走上创业之路，创业转化率为 41.9%；在开办创业企业的学员中，有 53.5% 共计 121 个创业项目
获得了“天使基金”的资助。在培养创新创业科技人才、转化高校科研成果方面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

1. 扩大孵化范围，纳入本科生创业者；
2. 专注创业实践，帮扶在校生落地创业项目，开办创业企业；
3. 改善孵化计划，充分配合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调整奖金发放方式，设立“创星奖”。

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
SHANGHAI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IES DEVELOPMENT PROJECT

年份 立项孵化数 孵化期内成立公司数 获得天使基金资助数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99

126

101

110

103

28

50

42

52

54

14

43

26

36

15（拟获）

鉴于前四年项目的成功经验及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2017年研究生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计划在以下方面创新：

V I R Y A · E D U C A T I O N

精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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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使基金”资助企业为基础，联合10多家孵化器/园区合作，调研累计有效问卷322家创业企业，
案例访谈录音资料158家。

统计结果显示，调研企业主要来自于TMT产业（互联网、IT、移动互联网）、消费产业（传统消费、旅游、
教育培训）、文化传媒娱乐产业（游戏、文化产业、影视）和传统产业（农业、环保能源、制造业），超过
总数的90%；成立年份基本在2014年之后，较为年轻；且员工人数基本在50人以下，规模较小。

调研企业中女性创业者的比例增加（从去年的12%增加至今年的37%），连续创业经历的仅有27.09%，说
明本次调研大部分创业者多属于“初出茅庐”

调研对象

创心之路 2017

创业数据研究第三季

V I R Y A · E D U C A T I O N

精进·教育

研究报告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上海创业力评鉴中心

SHANGHAI ENTREPRENEURSHIP ASSESSMENT CENTRE

“创心之路”活动由上海创业力评鉴中心于 2015 年初发起，集创业者
访谈、创业数据研究、案例分享、经验交流于一体，每年末正式发布研究报告，
研究对象以创业企业发展规律和问题以及相关行业特性。2017 年发布“创
心之路”创业数据与案例研究第三季——创业困境研究篇，共收回有效问
卷 322 篇，案例访谈录音 18 位，结合之前累积共计 158 家。2018 将继续
着眼企业问题及解决之道。

创心之路数据研究

“创心伙伴”服务以后现代积极心理学为理论依据，本着“以人为本，面向未来”
的宗旨，以具有管理 / 销售 / 教育 / 服务等行业和心理学双重经验的老师作为成
长导师，负责为创业者提供支持服务。

除了一对一的独立导师外，创心伙伴还提供其他相关活动支持，比如：团
队活动、凝聚力打造、培训、沙龙、访谈、需求资源反馈。

2017 年服务 605 人次，沙龙 10 场，参与 218 人次，内部交流与专业督导
17 场。2018 年将心理支持服务普及，让更多专业服务融合进“创心伙伴”中。

创心伙伴服务

创业实践教育，联合社会资源为初创者引领创业道路，催化创业蜕变，赢在创业起点。
“创业教育实验室（上海）”是旨在通过集训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发现并培育有志于走上创业道路的

创业者的公益活动。在这里，创业前辈、投资人、培训师和专家等团队，与学员共同分享创业经验， 并围
绕创业计划、商业模式、团队协作，成长潜力等模块，展示学员的创业潜力和能力，提升学员对创业的感
悟和思考；符合条件的创业者还有机会获得 EFG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简称天使基金）公益资助。

2017 年举办活动与创业力培训合计 19 场，参与 992 人次，创业力评测 801 人，常模库持续扩充至
2700+。2018 年努力结合创业教育，与外部合作，积极拓展创业能力培养体系建设。

欢迎致力于创业服务，并在创业数据研究、创业者服务、创业力培养和实践这三个领域有所资源或
需求的合作者加入我们。

业务合作 @ 服务申请：
邮箱：pjzx@stefg.org
电话：021-55238576

未来我们希望更多的伙伴加入，更多的成果分享，更好的为创业者服务！

创业实践体系

业务合作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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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百森商学院的“创业动态跟踪研究”（Panel Study of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简称PSED）的区分

方法，以经济活动里程碑事件来划分标准，PSED认为，招聘员工、开始销售产品或服务以及获得外部融资这

三项经济活动中，完成任意一项都能说明一家创业公司的诞生。而我们更细致地注意到，这三项经济活动的

发生是有先后顺序的，因此，根据这三项经济活动的发生，将本次调研企业划分成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分

别是

阶段一：还未开始招聘员工之前

阶段二：仅开始招聘员工，但未

 从产品销售或提供服务上获得资金

阶段三：已开始从产品销售或提供服务上获

 得资金但未完成股权融资

阶段四：已完成股权融资

通过ANOVA分析发现，处于不同阶段的企业所遇到的困境总数明显不同，如图所示，还未开始招聘员工时的

创业企业所遇到的困难最少，这也是新创企业“最愉快”的一段日子，此时创业者无需过多考虑团队、融

资、市场等问题，只需将产品或商业模式构思好即可；到了开始招聘员工，但未从产品销售或提供服务上获

得资金的阶段二，新创企业遇到的困难激增，一下从“最愉快”的阶段进入“最痛苦”的阶段，原因可能在

于招聘员工本身会带来很多的困难，且招聘员工后公司规模的增加也会带来管理上、观念上的改变，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会引起一些问题，而此时又没有资金来源，经济压力也会带来很多困难；到了第三阶段，困境相

比第二阶段有所减少但依旧居高不下；第四阶段，创业企业遇到的问题逐渐减少，原因可能在于发展到此阶

段的企业也逐步稳定，因此困难也逐渐减少，但减少并不意味着没有，从创业者选择创业之路开始，创业困

境便会“绵绵无绝期”！快速通过阶段二和阶段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避开困境最多的一段时期。

统计结果显示，传统产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

的困境最多。首先传统行业进入门槛低，产品趋

于同质化，竞争相对激烈；且近年来人口红利逐

渐消失，人员成本高，更依赖渠道和行业资源，

传统产业企业也不受资本方青睐；加之“互联网

+”、云计算、ARVR 等新技术、新概念的出现吸

引了大量资本注入、消费者关注和岗位需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因此可

能遇到更多的问题。

通过对创业者、投资人和孵化器负责人的访谈，总结归纳出来自于团队、产品或服务、财务和市场四方面共

三十四个较为典型的创业困境。其中团队方面的创业困境包括创业团队之间以及公司员工两方面的困境，财

务方面的创业困境包括融资和资金使用两方面的困境。接下来的分析，用蓝色代表团队方面的创业困境，用

橘色代表产品或服务方面的创业困境，用灰色代表财务方面的创业困境，用黄色代表市场方面的创业困境并

进行深入分析

统计结果显示，最常见的前十大困境中，财务困境和

团队方面是最多的，且都是融资方面的问题和员工方

面的问题，资金使用以及创业团队之间的问题很少遇

到；而产品或服务方面的问题以及市场方面的问题各

占其一。

根据创业者对创业困境的严重程度进行打分（不严

重-非常严重：1-5分）的统计结果显示，最严重的

前十大困境中，有5个来自于财务方面，且不常见

的现金流管理不善问题在严重程度上排名前三，推

广渠道问题的严重程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困境。

V I R Y A · E D U C A T I O N

精进·教育

团队方面 产品或服务方面 财务方面 市场方面

· 找不到创业伙伴

· 团队中的主管头衔（如

    CEO\CTO等）没发挥作用

· 团队成员之间缺少足够的信任

· 团队成员股权分配有争议 

· 团队成员间摩擦较大，沟通

    困难

· 团队无法快速做出决策

· 核心员工流失

· 缺少招聘渠道

· 员工能力无法满足公司

    发展需求

· 员工流动率高

·产品或服务的技术研发与

    市场脱节

·产品或服务的开发能力无

    法满足其性能要求

·产品或服务开发过程中进

    程和预算监督不到位

·产品或服务的品质控制跟

    不上

·缺少融资渠道
·融资金额估算不准确
·资金到账时间不明
·商业模式无法获得投资人
 的认可
·创业团队结构无法获得投资人
·的认可
·无法获得持续性融资
·投资人所占股权比例过重，
 创始人股权稀释
·投资人无法提供资金以外的
·价值增值服务 
·与投资人关系恶化
·与投资人沟通困难
·融资带来的投资人过度干预 
·融资资金使用不合理
·现金流管理不善

·误解用户的需求、

 想法和偏好 

·产品或服务缺少可信度 

·缺少推广渠道 

·产品或服务定价不合理

·过早进入市场 

·盲目进行市场扩张 

·市场细分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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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第11届）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万余名怀揣、哺育创业梦想的青年齐聚上海长阳创

谷。7天，6个会场，67家服务机构，70场主题活动，145家创业企业参展，参与人次达12406人。本届

创业周打造“有用的”线下融资路演平台，上百家投资机构联合发起7天融资计划，汇聚数百名投资人

和上千家创业企业参与“VC有约”。同时，聚焦行业，每天设定一到两个主题，横跨先进制造、消费

升级、企业服务等15个行业主题日，为创业者开通融资绿色通道。

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2017 brought together more than 10000 young people who 

are inspired by the dream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angyang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Shanghai. 

In seven days, 67 service institutions held 70 thematic activities in 6 venues, and 145 startups 

and 12406 people participated. The Entrepreneurship Week this time featured a building of a 

useful offline financing roadshow platform, and over one hundred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jointly launched a 7-day financing program, attracting hundreds of investors and over one 

thousand of startup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eeting with VC”. Meanwhile, industry themes 

were focused on and one or two themes were set for discussions every day, totaling 15, ranging 

from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onsumption upgrading to corporate services etc, which 

opened up a green financing channel for entrepreneurs. 

2017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全球创业周中国站2017

V I R Y A · A D V O C A C Y

精进·倡导
融资对于企业困境的变化

根据商业模式分类，选择了较为典型的几种类型企业进行展示，比如，数据显示，对于目标客户是企业并且

收入来自于提供服务的企业来说，融到资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反而融资后团队问题突显；对比不同核心

资源的企业融资前后困境数据，调研发现，对于核心资源是人力资源的企业来说，钱会是最大的问题；而对

于核心资源是知识资产的企业来说，团队和产品或服务的问题会更多。因此针对不同情况的创业者开展有针

对性的服务尤为重要。

V I R Y A · E D U C A T I O N

精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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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新锐”“创投大咖”同登GEW舞台

整体介绍 GENERAL INTRODUCTION
活动亮点 HIGHLIGHTS

2017（第11届）
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

时间：11 月 13-19 日
地点：上海 - 长阳创谷
活动：70 场创业主题活动
参展：145 家创业企业参展

Time：Nov 13-19 
Place: Changyang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Shanghai
Activities: 70 entrepreneurship-themed activities
Participants: 145 startups participated 

2017 (11TH)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联合百家投资机构，打造线下融资平台
Joined hands with over one hundred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to have built an offline financing platform.

V I R Y A · A D V O C A C Y

精进·倡导

亮点一
Highlights 1

亮点二
Highlights 2

New entrepreneurship stars and venture investment veterans appeared on the GEW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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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创业周EFG活动精选 EFG SELECTED ACTIVITIES

开幕式 

时间：2017 年 11 月13 日 下午
规模：800人

1、 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做主题演讲；

2、 沪江网创始人福彩瑞、小电科技创始人唐永 

 波、UCloud 创始人华琨、流利说联合创始人 

 胡哲人等优秀创业者分享；

3、 2017 年度天使投资人TOP30 榜单揭晓；

4、 2017 年度雏鹰奖揭晓。

OPENING CEREMONY

第七届中国（上海）天使及早期投资峰会

时间：2017 年 11 月14 日  全天
规模：557人

Time:  Nov 14, 2017, throughout the day
Scale:  557 people

1、天使及早期投资专委会（筹）揭牌;
2、张赛美、庞小伟等知名投资人出席，涵盖国内数十家如真格基金、接力基金、 
 凯风创投等知名机构。
1. Famous investors from dozens of well-known domestic institutions such as ZhenFund, Relay Fund, 
Cowin Venture, etc attended the summit, including Zhang Saimei and Pang Xiaowei etc.

THE 7TH CHINA (SHANGHAI) ANGEL AND EARLY-STAGE INVESTMENT SUMMIT

亮点三
Highlights 3

亮点四
Highlights 4

Placed focus on industries and set one or two themes everyday 

打造国际日，突出国际化影响力
Held International Day activities to 
highlight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ime: on the afternoon of Nov 13, 2017
Size: 800 people

1. Zhu Xiaohu, the managing director at GSR Ventures,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2. Remarkable entrepreneur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 including Fu Cairui, founder of Hujiang.com, Tang Yongbo, founder of Xiaodian 

Technology, Hua Kun, founder of UCloud, as well as Hu Zheren, co-founder of liulishuo.com;

3. The TOP 30 Angel Investors 2017 list was unveiled;

4. The Eaglet Prize 2017 winner list was unveiled.

聚焦行业，每天设定一到两个主题

V I R Y A · A D V O C A C Y

精进·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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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周分站 CHAPTERS OF GEW-CHINA

全球创业周中国站全国分站是创业周中国站上海总站的合作伙伴，旨在改善分站当地创业环境，让更

多的青年人了解创业，激发创业激情，共同推进创业事业发展。如今分站已建立 8 个：香港分站、武汉分站、

西安分站、海口分站、、济南分站、苏州分站、郑州分站、洛阳分站。2017 年新建立郑州分站、洛阳分站，

取消深圳分站。2017 年除上海站以外其他分站共举办 94 场创业活动。

分站 合作单位

香港

武汉

西安

海口

济南

苏州

郑州

洛阳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
Hong Kong Cyberport Management Company

武汉东科创星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Wuhan Dongkechuangxing Management & Consulting Co.,Ltd

陕西省科技资源统筹中心（指导单位）
Shan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 Centre(Advisor)

海南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
Hainan 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Youth entrepreneurship & innovation

山东凤岐创业服务有限公司（凤岐茶社）
Shandong Phoenixtea Entrepreneur Service Co.,Ltd.(Phoenixtea)

江苏苏大天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Jiangsu SudaTiangong Venture Capital Company.,Ltd

郑州北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Zhengzhou BSEC Scientific Service Co., LTD

洛阳京航星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Luoyang Jinghang Stars Scientific Service Co., LTD

V I R Y A · A D V O C A C Y

精进·倡导

Time: on the afternoon of Nov 15, 2017
Scale: 302 people

1. Shanghai’s first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dex research report was officially released.
2. Zou Li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come tax section at Shanghai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gave an on-site presentation on the latest taxation policy related to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3. Various institutions focusing on international incubation were invited to talk about the incub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6 entrepreneurs delivered TED-like keynote speeches centering on the theme of 
“change”. 

2017（第 6届）创业服务新业态论坛

时间：2017 年 11 月15 日下午
规模：302 人

2017 (6TH) FORUM ON NEW BUSINESS MODES OF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S

时间：2017 年 11 月19 日下午
规模：353人

6位创业者围绕“变”这个主题展开TED式主题演讲

GEN Talk：创“变”者

1、上海首个“双创指数报告”——《双创指数研究报告》正式公布。
2、上海市税务局所得税处副处长邹凌现场宣讲最新的双创税收政策。
3、邀请不同类型专注国际孵化的机构探讨国际项目的孵化。

GEN TALK:INNOVATIVE CHANGER

Time: on the afternoon of Nov 19, 2017
Scale: 353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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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 SUMMIT
GCC峰会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高峰论坛（简称 GCC 峰会）在全国近千所高校中，选取近 80 名最具创新精神、最

积极活跃的创业类社团负责人齐聚上海，通过为期 3 天的集中式培训、互动和交流与企业家、创业者共同探

讨大学生创业方向及高校创业社团可持续发展之路。

G
C

C
 SU

M
M

IT
GCC峰

会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英文名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ampus Center，简称 GCC。汲取青

年创业梦想，共铸一个有品质的世界是我们的愿景，GCC 是专注于支持大学生创业的类联盟公益组织，也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公益组织之一，致力于让创业的好种子找到好土壤。GCC 通过汇聚高校创业爱好者，

GCC 以创业课堂、GCC 峰会等活动形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落地梦想，迈出富有社会责任感

的企业家的第一步。2013 年，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校园伙伴正式揭牌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指出“全

社会都要重视和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更有利的条件，搭建更广阔的舞台，让广大青年在创新创业中焕发

出更加夺目的青春光彩”。

INTRODUCTION OF GCC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AMPUS CENTER

GCC简介

GCC

V I R Y A · A D V O C A C Y

精进·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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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认为，自己真正的光荣并非是打了40多次胜仗，而是制定了《拿破仑法典》。战争无法
传承，而作为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民法典，《拿破仑法典》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作为中国首家传播创业文化、支持创业实践的公益机构，创业基金会已然走过了11个年头。曾
经，创业如阳春白雪般曲高和寡，现如今却似燎原星火，燃遍万户千家。攻城略地皆一时之得失，
在为创业者呐喊的同时，我们希望留下一些可以传承的东西。

2017年，创业基金会致力于规范化的建设，在经历了系统讨论梳理后，对相关流程制度进一步
优化，“天使基金”产品手册也再次改版升级。同时，基金会申请并获评“慈善组织”，组织机构规范化
再上台阶。

2017年，创业基金会进一步优化内部治理，以党建为抓手，安全为基础，团队文化活动为载
体，有效提升了团队凝聚力，进一步保障基金会规范运行。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愿我们的绵薄之力，能为业界提供些许借鉴。愿天下没有
难创的业！

Napoleon believed that his true glory lied not in his 40 victories in wars, but in the enactment of 
the Napoleonic Code. Wars are wars, and can not be inherited, but the Napoleonic Code, as the 
first civil code in modern times,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later generations.

As China’s first public welfare organization disseminating entrepreneurship culture and 
supporting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s, the EFG has existed for 11 years. Once upon a time, 
entrepreneurship was a rare thing, but now it has sparked widespread interest. As we cheer 
entrepreneurs on, we also know that gains and losses are temporary, so, we hope to leave 
something that can be inherited.

In 2017, the EFG devoted itself to the standardization work. After systematic discussions and 
analysis, relevant processes and systems were further optimized, and the “Angel Fund” product 
manual was revised and upgraded again. At the same time, the EFG applied to be and was 
recognized as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Its organizational standardization was taken to a new 
level.

In 2017, the EFG further optimized its internal governance by emphasizing party building and 
security, and carrying out cultural activities, which have effectively improved team cohesion, 
and further guaranteed EFG’s standardized operation.

Gold is yielded after hard work of panning. We wish our small efforts can be helpful for the 
industry. We wish there is no painfu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world!

Orgnization Culture
文化建设

成果
ACHIEVEMENTS

大事记
MEMORABILIA

ENTREPRENEURSHIP CLASS
创业课堂

创业课堂是 GCC 创业孵化行动系统下的重要活
动，在科技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上海市人民政
府的指导下，由全球创业周中国站和上海市大学生科
技创业基金会主办，GCC 社团承办，邀请知名企业家、
创业先锋、行业精英走进全国经济活跃地区的近百所
高校，以讲座或访谈形式，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传授
创业技能、交流创富经验、分享成长感悟，以提升大
学生的创业、就业、择业认知。

自 2008 年启动以来，“创业课堂”已在清华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等全国 200 多所高校开展。

125 个 GCC 社团

8 个地区分站

80 位代表参加 8 月 GCC 峰会

1000 余位代表参加 11 月全球创业周

60 场创业课堂

2017 年 5 月 -6 月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北京分站首都高校城市生
存挑战赛在北京举行。

2017 年 6 月 2 日
第一届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上海分站高峰论坛
在上海举行。

2017 年 6 月 17 日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河北分站成立，成立仪式
在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举行。

2017 年 8 月 24-26 日
第七届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高峰论坛（GCC 峰
会）在沪举行。来自全国 80 所高校创业社团的
80 位社团负责人参加了为期三天的论坛。

2017 年 10 月 2 日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安徽分站成立，成立仪式在安
徽大学举行。

2017 年 10 月 30 日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江苏分站选举新一届理事会，
理事会会议在南京理工大学举行。

2017 年 11 月 4-5 日
第一届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浙江分站高峰论坛在浙
江理工大学举行。近 29 所高校 88 位参会者参加
为期两天的论坛。

2017 年 12 月
第二届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河南分站高峰论坛在河
南工业大学举行，吸引 20 余所高校 80 余人参与。

V I R Y A · A D V O C A C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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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基金分会工作优秀个人 EXCELLENT INDIVIDUALS
特优分会

优秀分会

特优分会（从左往右）:

同济大学分会（综合排名第二名）、

工程技术大学分会（综合排名第一名）、

闵行分会（综合排名第三名）。

综合指数排名奖第一名
工程技术大学分会

综合指数排名奖第二名
同济大学分会

综合指数排名奖第三名
闵行分会

优秀分会（从左往右）:

上海大学分会、上海理工大学分会、

复旦大学分会、东华大学分会。

上海大学分会

复旦大学分会 

东华大学分会 

上海理工大学分会

EXCELLENT CHAPTERS

GOOD CHAPTERS

天使基金分会工作优秀个人 （按分会简称拼音排序） 

桂晓琳（复旦大学分会）   郭钰（华东理工大学分会）   施凯（交大安泰专项基金）   张丽（上海大学分会） 
何潇（上海师范大学分会）   林阳（松江分会）    俞雯莺（同济大学分会）

V I R Y A · A D V O C A C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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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优秀员工

定期推选优秀员工，发挥榜样的力量，请他们分享自己的工作方法与体会。各位同事秉持精益求精的

精神，不断规范基金会的各项工作内容。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EXCELLENT EMPLOYEES

 2017年，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创业基金会党支部紧密围绕“两学一做”、“安全生产”、“五

好五带头”等几大中心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党支部活动。通过加强自我要求、保持思想教育、促进活

动革新、做好情况跟踪、加大宣传力度等方面，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领头作用，为创业基金会业务工作的

有序展开奠定了良好的思想氛围。2017年，基金会党支部对党员及群众业务工作的思想、舆论环境始终保

持着高度关注，秉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基金会思想文化环境的建设坚持实行高标准、严要求，充分发挥

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时刻维护、不断建设着创业基金会党支部的思想堡垒，规范相关流程制度，为

基金会营造出了持续发展、和谐、安全稳定的良好工作、生活环境。

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ULTURE

V I R Y A · A D V O C A C Y

精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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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是一切的资本，球场追风，并非少年们的专利。充满活力的创业基金会团队，有着意气风发的动

能与潜力。为创业者助力，为未来呐喊。

文体活动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V I R Y A · A D V O C A C Y

精进·文化

2017 年全年，创业基金会分别假座对外经贸大学分会、上海大学分会、上海师范大学分会等分会，召

开了四次季度分会工作会议。在举办会议的同时，按照各分会特色，组织参观了相关创业企业与孵化器等。

2017年3月27日，创业基金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同年7月25日，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第四

次会议。各位理事对创业基金会发展给予指导支持并提出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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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刘康成     苏龙飞：《股权战争》

《股权战争》详细讲述了创始人和投资人之间的多方

博弈和激烈冲突。全书共分为三篇，第一篇“资本局”讲

述创投之争，第二篇“控制战”讲述联合创始人间的争

端，第三篇“夫妻劫”讲述创始人婚变引发的股权更迭。

8月  金晨     陈忠实 ：《白鹿原》

《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这部长篇小说共50余万

字，由陈忠实历时六年创作完成。该小说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

上白鹿村为缩影，通过讲述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

纷争，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历史变化。

1997年，该小说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该小说也被

改编成同名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

9月  邓飞     施强：《情绪思维》

没有哪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是凭空出现的，其背后都有着相

同的商业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如何去洞察环境的变化，弄清

楚变化带来了什么机遇，把握这些变化和机遇去重新构造商业

的流程。

高静华   沪教委学〔2017〕30号文

近日市教委、发改委、人社局联合发布 “沪教委学〔2017〕30号文”，支持获天使基金资助的学生

进沪落户。对此，我们应当吃透精神、积极响应、谨慎办理、耐心解释，把好事办好。有温度的组织需要

有温度的人组成；而每个人温度的形成一靠一颗红心，二靠自觉完善；倡导大家对业务全面吃透、深入理

解，再对各自工作聚焦，循环往复，高效自如工作。

金晨  比特币

比特币最早是一种网络虚拟货币，可以购买现实生活当中的物品。它的特点是分散化、匿名、只能在

数字世界使用，不属于任何国家和金融机构，并且不受地域的限制，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兑换它。

2013年，美国政府承认比特币的合法地位，使得比特币价格大涨。

每天投入工作前的“必修课”，邀请一位同事畅谈工作、时政、创投……文史哲理，无有不好；天下

大事，坐而论之。

碎片化阅读究竟存在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真正的知识是“框架”；而漫无目的地阅读并非“学

习”，实则是“玩”。基金会每月邀请一位员工分享最近阅读的书籍，系统化地拓宽大家的知识面。

每日一谈 每月一书

司雪梅  红酒开瓶储存知识

一般的白酒开瓶后3小时，红酒8小时内要饮毕，否则味道就会变酸，香气尽失。如果实在有喝不完的

酒，处理的方法就是：把软木塞塞回瓶口，放进恒温柜。

申烟岑  新媒体热点监测

做热点监测的时候，需要同时考虑社会的通性与目标受众的个性，监测的途径有：百度热搜风云榜、

微博热搜、门户网站首页、相关公众号等。除了进行实时监测，还应提前对未来的热点做预测，从而更好

地进行宣传策划。

朱阳   意大利见闻

意大利共和国是一个欧洲国家，主要由南欧的亚平宁半岛及两个位于地中海中的岛屿西西里岛与萨丁

岛所组成。国土面积为301333平方公里，人口6002万。北方的阿尔卑斯山地区与法国、瑞士、奥地利以

及斯洛文尼亚接壤，其领土还包围着两个微型国家——圣马力诺与梵蒂冈。 

李洋  合理健身

增肌时的力量训练要大重量、低次数、多组数，许多人只记得了多组数。其实力量训练除了要大重

量，间歇时间也要控制好，因为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再锻炼健身效果会大打折扣。

MONTHLY BOOK RECOMMENDATIONDAILY TALK

V I R Y A · A D V O C A C Y

精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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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传播

大事记

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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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次
线上策划

6.3万+

【新闻专题】

【自媒体】

【媒体报道】

影响力传播

21万粉丝

185篇
原创

365次
微信发布

微信转发
人次

1.2万+
微信获粉丝

收藏
155万

微信阅读量

153家
参与报道媒体14条

电视/电台播报

观看视频
直播人次

P r o m o t i o n

WE MEDIA

MEDIA COVERAGE

65万+

21篇
深度报道

229篇
传统媒体报道

NEWS TOPICS

【公益广告】

2个凤凰卫视
户外大屏幕

7条线地铁

大屏幕

3个
户外大屏幕

3000个
分众屏幕

20天
播放公益广告

PUBLIC SERVICE ADVERTISING

上海电视台

东方财经 乐视视频

ICS

YOUKU

浦东电视台 杨浦电视台

 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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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Memorabilia

2017年1月12日-13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年度分会工作会议，总结2016

年度分会工作，表彰优秀分会，发布并解读了 “天使

基金”《雏鹰计划产品手册V2.1》、《雄鹰计划产

品手册V2.0》、《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资助

项目退出管理办法》等系列规范，明确了2017年分

会工作目标。

2017年1月16日

创业基金会党支部召开组织生活会，开展“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全体党员深刻理解总书记讲话内涵，

准确把握实质，力求在推进创新创业服务工作上下

功夫，发挥支部的核心战斗堡垒作用。

2017年1月19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年度部门工作会议，总结

2016年工作情况，布置2017年工作任务。会议

要求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和规范化建设，立足

“天使基金”核心产品，“质量并举”提高资助

效率。

January 12-13, 2017 
The EFG held the annual branch work conference to summarize branches’ work in 2016 and recognize outstanding branches. A series of norms 
were also announced and interpreted at the conference, including the Angel Fund’ s Eaglet Program Product Manual V2.1, Eagle Program 
Product Manual V2.0, and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EFG Angel Fund’ s Exit from its Funded Projects. Objectives for branches’ work in 
2017 were also made clear.

2017 年 3 月 13 日 -16 日 

2017 全球创业峰会暨年度会议在南非约翰内

斯堡举行。由创业基金会主办的 2016（第 10 届）

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获评全球创业周年度

最具影响力活动。

March 13-16, 2017

The 2017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Summit & Annual Meeting 

was held in Johannesburg of South Africa. The 2016  (10th)  

Entrepreneurship Week•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hosted by the EFG was rated as the year’ s most influential event 

of th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2017 年 3 月 24 日

第 31 期（2017 年首期）“创业谷”创业训练营正

式开营。“创业谷”全年将继续举办 6 期培训，符合条

件的创业者可以直通车形式获得“天使基金”资助。

March 24, 2017

The 31th (first session in 2017)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Training 

C a m p  o p e n e d  o f f i c i a l l y.  T h r o u g h o u t  t h e  y e a r,  t h e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would hold six training sessions, and 

eligible entrepreneurs would receive funding from the Angel Fund 

in a straight-through way.

2017 年 3 月 27 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修

订《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管理办法》，审议通过

2016 年度总结决算和 2017 年度计划预算，审议通

过创业基金会申报慈善组织及修订《基金会章程》有

关事项，按要求变更理事、增选监事并组建监事会。为

保障创业基金会规范运行和创业接力稳定发展，会议

审议通过创业基金会适时退出持有创业接力股权以

及减资退出思路和退出框架方案。

2017 年 4 月 1 日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管理办法（修订）》

正式实施，4 月 1 日起，“天使基金”雏鹰计划、雄鹰计

划的申请条件适度放宽：申请人创业公司注册年限

由此前施行的“不超过 1 年”增至“不超过 3 年”，同

时申请人高校毕业年限从此前的“不超过 5 年”放宽

至“不超过 8 年”。

March 27, 2017

The EFG held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third Council. Participants 

at the session revised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EFG 

Angel Fund” , examined and approved the summarized final 

accounting for 2016 and the planned budget for 2017; they also 

examined and approved the EFG’ s application for being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relevant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vision of its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 change of councilors, 

election of more superviso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would be carried out as required. To guarantee the 

EFG’ s standardized operation and the STEP Holdings’ steady 

development, participants at the session examined and approved 

the EFG’ s equity withdrawal from STEP Holdings at appropriate 

time, along with its thoughts of capital reduction and the 

withdrawal framework proposal.

2017年1月23日

创业基金会和创业接力全体员工参加年度表彰

会。会议表彰了2016年度优秀员工和团队，联欢共

迎新春佳节，期待2017年再创佳绩。

January 23, 2017

The whole staff of the EFG and STEP Holdings attended the 

annual commendation conference, at which, Employees of the 

Year 2016 and Teams of the Year 2016 were commended. 

Moreover, we held a gala to welcome the Chinese New Year 

together and expect to create more successes in 2017.

2017年2月9日

由上海市科委主办的2017年“创业在上海”国

际创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创业基金会参加启动

会。创业基金会作为大赛协办单位，将为夺得大赛

奖励并符合“天使基金”资助条件的创业项目提供

绿色通道。

February 9, 2017
The 2017 “Startup 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hosted by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EFG took part in the launching ceremony. As a co-organizer 
of the competition, the EFG would provide a green channel for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winning award in this competition and 
meeting the Angel Fund’ s relevant conditions.

January 16, 2017

The EFG Party branch held an organizational gathering to enable 

Party members to study the Party Constitution, Party regulations 

and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major policy addresses and to 

meet Party standards. All Party members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l Secretary's addresses and grasped 

the essence, and w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Party 

branch by making fur ther effor ts in the innovat 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 work.

January 19, 2017

The EFG held the annual departmental work conference to 

summarize the work in 2016 and assign tasks for 2017. The 

conference cal led for  fur ther st rengthening of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as well as improving the 

funding efficiency based on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revolving 

around core products of the Angel Fund.

April 1, 2017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EFG Angel Fund (Revision) 

was formally implemented. Starting from April 1,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for the Angel Fund’ s Eaglet Program and Eagle 

Program were moderately relaxed: the start-ups of applicants 

were relaxed from “no more than 1 year old” to “no more than 3 

years old” calculated from registration, and the length of time from 

applicants’ graduation was relaxed from “no more than 5 years” to 

“no more than 8 years” .

A P P E N D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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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1日

上海市社团局副局长曾永和等为上海创业力传

播中心颁发4A级社会组织证书及牌匾。由创业基金

会发起成立的上海创业力传播中心获评4A级社会组

织并于2017年5月31日正式生效。

2017 年 8 月 26 日

创业基金会举行 EFG 成立 11 周年每日一谈特

别版活动，新老员工代表分享心路历程，回顾创业基

金会成立 11 年来的点点滴滴，创业基金会领导勉励

全体员工“不忘初心”，为扶持大学生创业公益事业多

做贡献。

August 26, 2017

The EFG held a special daily talk at its eleventh anniversary, and 

representatives of new and old employees shared their spiritual 

journey and memories of the EFG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eleven 

years ago.. Leaders at the EFG encouraged all employees to “stay 

true to their mission” and make further contribution for th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 of supporting graduate entrepreneurship.

2017 年 10 月 16 日

上海市科委秦文波副主任一行到创业基金会调

研，充分肯定创业基金会相关工作规范、透明、高效，

同时要求创业基金会坚定使命，规划未来，谋求发展，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October 16, 2017

A group of people led by Qin Wenbo, vice director at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visited the EFG 

for a survey. During the period, they gave a positive appraisal of 

the standardization, transparency and high efficiency of the work 

at the EFG, and meanwhile urged the EFG to remain committed 

to its mission, plan for the future and seek greater development, 

thereby to provide more powerful support for graduate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017 年 7 月 25 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创业基金会减资退出创业接力股权实施方案。

次月，创业接力完成减资退出。

July 25, 2017

The EFG held the fourth session of the third Council. Participants 

at the session examined and approved the equity implementation 

proposal concerning the EFG’ s capital reduction-based 

withdrawal from STEP Holdings. In the following month, the EFG 

completed the capital reduction-based withdrawal from STEP 

Holdings.

2017年7月14日

创业基金会在上海大学召开2017年中分会工作

会议。会议总结了上半年度“天使基金”工作及年

度计划完成情况并就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各分会就

如何做好“选、投、育、退”及“天使基金”多渠

道营销展开讨论，寻求共赢。

July 14, 2017

The EFG held the 2017 midyear branch work conference at 

Shanghai University. The work of the Angel Fund for the first half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annual plan was summarized, and typical cases 

were analyzed at the conference. Moreover, branches made 

discussions on how to do the work of “selection, investment, 

fostering and exit” , and how to do multi-channel marketing for the 

Angel Fund, thereby to seek win-win results.

2017年4月11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2017年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计划”启动会议。上海各高校研究院相

关工作负责人，创业基金会部分高校分会工作负责

人等与会。本期培养计划改进了培养经费使用，加

强了制度建设，会议发布了《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

业能力培养计划管理办法》和《关于开展2017年上

海市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申报工作的通

知》，优秀项目可获“天使基金”资助。

April 11, 2017

The EFG held the launching meeting for the 2017 Shanghai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e training 

program, which was attended by persons in charge of the work from 

postgraduate schools of colleges/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and some 

EFG college/university branches. This session of training program 

improved the utilization of training funds, and enhanced institutional 

building. The session saw the release of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Shanghai  Postgraduate Innovat 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e Training Program, and the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the 2017 Shanghai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ence Training Program. Outstanding 

projects would receive funding from the Angel Fund.

2017年4月14日

创业基金会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召开2017年第一

季度分会工作会议，会议解读了《上海市大学生科技

创业基金管理办法（修订）》、《上海市大学生科技

创业基金股权资助实施办法（修订）》、《上海市大

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债权资助实施办法（修订）》。会

议期间，与会人员参观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古北

620”创业园区。

April 14, 2017

The EFG held the 2017Q1 branch work conference at th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UIBE), which 

gav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the EFG 

Angel Fund (Revision), the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for the EFG 

Angel  Fund’ s Equi ty-based Funding (Revis ion) ,  and the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for the EFG Angel Fund’ s Debt-based 

Funding (Revision). During the period, the participants also visited 

the Gubei 620 Entrepreneurship Park of the SUIBE.

2017年6月3日

2017“花旗杯”金融创新应用大赛正式拉开序

幕。花旗银行、四川大学、创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

出席启动仪式。创业基金会将为优秀创业项目提供

“天使基金”资助、创业教育培训以及创业孵化等

服务。

June 3, 2017

The 2017 “Citi Cup” Financial Innovation Application Competition officially kicked off. Heads from the Citibank, Sichuan University and the EFG 

attended the launching ceremony. The EFG would provide Angel Fund ai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ntrepreneurship incubation 

and other services for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July 21, 2017

The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Zeng Yonghe presented 

the 4A social organization certificate and plaque for the Shanghai 

Entrepreneurship Communication Center. Initiated by the EFG, 

the Shanghai Entrepreneurship Communication Center was rated 

as a 4A-grade social organization, which took effect from May 3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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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5 日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创新创业公益基金会代表

李允冠、美的集团投资总监苏建等一行到创业基金会

参观。创业基金会分享了资助青年创新创业的工作经

验，双方就青年双创发展趋势等议题进行了交流。

October 25, 2017

A group of people, including Li Yunguan, a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Shunde Foundation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nd Su Jian, investment director at Midea 

Group, visited the EFG. The EFG shared its experience on funding 

for you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two sides 

exchanged views on topics such a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youth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December 31, 2017

For the year 2017, the “Angel Fund” (namely the EFG Angel Fund) 

funded 332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and the amount exceeded 

RMB70mn, both hitting a record high; on accumulation basis for the 

past years, the number of projects being funded totaled 1969, and 

the funding amount totaled RMB383mn. 

2017 年 11 月 6 日

韩国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赴创业基金会参

观。创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基金会发展历程及

“天使基金”设立以来取得的主要工作成果，双方就如

何联合高校进行项目资助等进行了探讨。

November 6, 2017

People from the Korea Venture Investment Corp (KVIC) visited the 

EFG. Relevant leaders at the EFG introduced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EFG and the main work results concerning the Angel 

Fund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two sides made discussions on 

topics such as how to work wit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project funding.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天使基金”（即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当

年资助创业项目 332 项、资助金额超过 7000 万元，

均创历史新高；历年累计资助创业项目 1969 项、资

助金额 3.83 亿元。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创业基金会组织观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开幕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的重要讲话；党支部组识党员及青年群畅谈学习
体会，激发爱党爱国情怀，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于
扶持大学生公益事业。

October 18, 2017

The EFG organized its people to watch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listen to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 speech titled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Party branch organized Party members and young people to 

talk about their insights and stimulate them to love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and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 of 

supporting graduates with greater enthusiasm.   

December 27, 2017

The EFG organized Party members to take part in the Party building 

activity held by the China (Shanghai) Entrepreneurs Public Training 

Base. They visited the site of the first CPC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members made a vow before the Party flag, and had a photo taken 

before a publicity board with the words of “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on it. 

2017 年 12 月 27 日

创业基金会组织党员参加中国（上海）创业者实

训基地党建活动，前往中共一大会址参观学习。党员

们在党旗前进行宣誓，并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宣传板前留影。

November 13-19, 2017

The 2017 (11th) Entrepreneurship Week•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campaign was held at Changyang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in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During the week, 70 thematic 

act ivi t ies were held, and 145 startups and 12406 people 

participated, making it a grand event once again in the entrepreneurship domain in the year. Zhou Bo,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PC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Deputy Mayor of Shanghai, delivered remarks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and announced the 

launch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Week.

2017 年 11 月 13 日 -19 日

2017（第 11 届）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活

动在上海市杨浦区长阳创谷举行。本届创业周当周

70 场主题活动，145 家创业企业参展，参会 12406

人次，再度成为创业领域年度盛会。上海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周波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宣布创业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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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中国国籍；

   毕业八年内的毕业生

（含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及归国留学生）

   或在校生

（专科三年级、本科四年级、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1 .  申 请 人 须 成 立 企 业 且 为 企 业 自 然 人 大 股 东 及
   担 任 法 定 代 表 人 ；

2 .  企 业 需 注 册 在 上 海 ， 注 册 时 间 不 超 过 三 年 ；

3 .  申 请 人 需 要 全 职 投 身 于 创 业 ；

4 .  雄 鹰 计 划 资 助 企 业 的 自 筹 资 金 需 高 于
    天 使 基 金 资 助 金 额 且 以 货 币 形 式 实 缴 出 资 。

雄鹰计划是指 EFG 委托孵化机构
投 资 入 股 创 业 企 业 且 不 享 受 股 东 收

益的资助模式。适用有技术或商业模
式 创 新、成 长 性 较 高 的 项 目。资 助 额

度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资助期 3 年，
孵化机构代持股权不参与分红，资助期

满原价退出。

雄鹰计划

雏鹰计划

雏鹰计划是指 EFG 委托金融机构

向创业者发放免息免抵押小额信用

贷 款 的 资 助 模 式，适 用 金 额 需 求 较

小、现 金 流 有 一 定 保 障 的 各 类 创 业

项目。资助额度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

资助期 3 年，创业者按 36 个月等额

本金还款。

注 ： 详 情 见 创 业 基 金 会 官 网 ： w w w. s t e f g . o r g

021-5523 8582（沈老师）
fund@stefg.org

联系我们

创业基金会官方微信 在线申请天使基金



上海创业力
评鉴中心

招募致力于创业服务，
并在创业数据研究、

创业者服务、创业力培养
和实践这三个领域有所
资源或需求的合作者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21-55238576
邮箱：pjzx@stefg.org

创业谷
EFG创业训练营

招募合作方与
相关培训导师

联系人：严老师
联系电话：021-55238553

研究生创新创业
能力培养计划

招募相关培训导师

联系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 021-55238582

评审专家库

招募专注于早期创业
项目投资的“天使基金”

创业项目评审专家

联系人：邓老师
联系电话：021-55238502

天使伙伴
专项基金

招募创业项目
推荐合作机构

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电话：021-55233664 
邮箱：jc@stefg.org

联系人：吉老师 
联系电话：021-55238195
邮箱：jm@stef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