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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创业基金会 2020年度报告

综述 “疫”起逆行
“疫”起，2020 年初新冠疫情突起。
逆行，EFG 和创业者们不畏困难，逆向前行。

2020 年，我们亲眼见证了很多逆行之人：医务工作者、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社区工作者、
创业者等等。基辛格曾说：“中国总是被他们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没错，今年我们众志成
城，携手逆向前行。
2020 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庚子年。从开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席卷全球，到年中
时国内的洪涝灾害肆虐，再到临近年关时全球疫情的“卷土重来”，其中还有错综复杂的全球国
际关系贯穿全年。世界似乎正向着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狂奔而去……
但回顾 2020 年，虽有意料之外的重重困难，却也频频迸发出不少闪光点：中国作为率先
走出疫情阴霾的国家之一迅速恢复生产生活，带火了“线上经济”、“非接触式经济”和“地摊经
济”；8848.86 米，历史上精度最高的一次珠峰高程测，新的高度，不仅仅只是一个数字，它更
象征着中国勇攀高峰的精神；嫦娥五号成功登月并返回地球，承载着中国乃至人类的智慧之光
正奋力向前……
2020 年我们经历了悲伤与感动、遗憾与圆满、坎坷与希望，无数瞬间镌刻进生命，凝成难
以磨灭的记忆。这一年，EFG 和“天使基金”资助企业也用自己的方式一起携手逆行，以守望相
助之格局、同舟共济之精神，强化“速度、力度和温度”，凸显“普惠、公益和效率”，用实际行动，
践行公益使命。
为帮助创业企业共克时艰，创业基金会责无旁贷，开年便制定了阶段性调整“天使基金”申
请对象的政策和一系列惠及创业者和创业企业的措施：放宽了“雏鹰计划”资助期内创业者的
还款期限和新资助者首期还款日，对于已入驻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五号楼的“天使
基金”资助企业予以了多项优惠措施；向具备创业基础的“天使基金”申请对象提供创业培训、
项目跟踪辅导等创业服务等。
在市科委、市教委、市财政局等理事单位、各合作机构和各高校基金的老师大力支持下，
2020 年创业基金会年度资助项目逆势而行，达 425 个，年度资助金额首破 1.4 亿元，为历年
之最。2020 年创业谷共举办 7 期，培训学员 380 人；研究生计划培养学员 101 人，
“ 创心伙伴”
工作室心理支持服务 334 人次。
对大部分人而言，2020 年之前可能从未感受到未来有如此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对创业者
来说，这样的场景反倒屡见不鲜，毕竟几乎时时刻刻都要准备好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已经成
为每一位创业者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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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罗伯特 · 弗罗斯特说：“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因此走
出了这迥异的旅途。”创业者的奋斗亦是如此，需要凭借自身过硬的知识技能拼命实干，也需要
心怀天下、站在需求者角度解决社会痛点，更需要不忘初心、直面逆境、溯流而行。
面对困境与挫折时，迎难而上的勇气、迷茫与困惑时心中依存的坚定信念、冷静分析与解
决问题的理性头脑，这些都无疑是一个优秀创业者所必须具备的品质。
2020 年，我们在战“疫”中并肩逆行，共抗危机，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危与机是并存的，
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只要我们敢于逆势奋进、抓住机遇，就定能化危机为转机，在逆行中汲取更
强大的力量。
2020, 疫情突起，我们携手逆行；2021，披荆斩棘，定会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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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首家传播创业文化、支持创业实践的公

创业倡导

益机构；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简称“天使基金”
）是专注于扶持大学生青年创新创业的公益基金。
“天
使基金”
的主要资助方式为
“雏鹰计划”
“雄鹰计划”
、
。

三项
业务

全球创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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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站活动举办超过50场，参会人次超过1万人。

创业资助

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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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力传播：

雏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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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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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贷款
的资助模式，适用各类创业项目。资助
金 额 最 高 不 超 过 50 万 元，资 助 期 3

创业教育

年，
创业者按 36 个月等额本金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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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技 创
新 性 强 的 创 业 项 目。资 助 金 额 最 高
不超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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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谷

研究生双创计划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Camp

Graduate Project

创业力评测
Entrepreneurship Assessment

创业谷由创业基金会于 2010

由上海市教委指导，创业基金

上海创业力评鉴中心依托创业

年发起，旨在通过公益集训的

会主办，旨在促进研究生创新

基金会数据平台，构建千人级

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发现并培

创业人才培养，包含“自我认

常模以及创业特质模型，融合

育创业者。截至 2020 年底，

知”
、
“商业启蒙”和
“创业实践”

现代心理学理论，为创业者及

共 举 办 了 55 期，培 训 学 员

等培养模块。
自 2013 年推出以

团队提供人本服务；同时，每

3467 人

来，共计孵化 945 个项目，其中

年进行创业数据调研、案例跟

319 人走向创业之路，157 个

踪、风投生态等，发布
“创心之

项目获得了天使基金的资助。

路”
数据研究报告。

获得资助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毕业八年内的毕业生
（含本科、专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归国留学生）

或高校本科四年级以上在读学生
（含本科四年级、专科三年级、在读硕士研究生、在读博士
研究生）。

1.具有中国国籍；
2.申请人需是创业企业自然人大股东，且担任法定代表人；
3.企业需注册在上海，且注册时间不超过三年；
4.申请人需全职投身创业;
5.雄鹰计划资助企业的自筹资金需高于基金会出资部分，出资须以货币形式。

FACE UP TO COVID-19
When COVID-19 suddenly took place in early 2020,
EFG and entrepreneurs forged ahead and tackled the challenges head on.
In 2020, we witnessed many people going in harm's way: medical workers, PLA and armed police officers and
soldiers, community workers, entrepreneurs and so on. "China is always well protected by the bravest of them,"
Kissinger once said. Right! In 2020, we forged ahead in solidarity.

目录

2020 is destined to be an extraordinary year which started with the sudden onslaught of COVID-19, followed by
the rampant flood in China in the middle of the year and the "comeback" of the global pandemic near the end of
the year, with the complex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angling throughout the year. The world seems to be
running towards a place full of uncertainties...
However, looking back to 2020, we not only encountered unexpected difficulties one after another, but also
witnessed exciting moments: as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get rid of the pandemic, China rapidly resumed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prospered the "online economy", "non-contact economy" and "street vendor economy";
China got the most accurate elevation of Everest in human history - 8848.86m, the new height of Everest, is more
than just one figure as it symbolizes Chinese people's spirit of challenging new heights; Chang'e-5 lunar probe
reported a successful landing on the moon and scheduled return to the earth, and is pressing forward carrying
the wisdom of China and even the mankind.
In 2020, we experienced sad and moving moments, regret and consummation, frustration and hope. Countless
moments are engraved into our lives and become indelible memories. At the same time, EFG and Angel Fund
funded companies worked together as partners to practice their public welfare mission by strengthening "speed,
strength and temperature" and highlighting "inclusive benefits, public welfare and efficiency".
To help start-ups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EFG has never shirked its responsibiliti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it formulated a policy on phased adjustment of Angel Fund applicants an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benefit
entrepreneurs and start-ups, such as easing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repayment period for entrepreneurs and the
first repayment date for newly funded start-ups during the funding period of the Eyas Program; providing a
number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the Angel Fund funded enterprises that have settled in Building 5 of China
(Shanghai) Entrepreneurs Public Training Base; and providing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project tracking and
guidance and other entrepreneurial services to Angel Fund applicants with entrepreneuri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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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助﹃ 疫 ﹄起 逆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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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up to COVID-19 with funding

教 育﹃ 疫 ﹄起 逆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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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up to COVID-19 with services

倡 导﹃ 疫 ﹄起 逆 行

33
Face up to COVID-19 with initiatives

2020，In 2020, we worked together against the pandemic; in 2021, we will cut through the thorns for a bright
future!

文 化 ﹃ 疫 ﹄起 逆 行

In 2020, we forged ahead side by side in the battle against the pandemic. History and practice tell us that crisis
and opportunity coexist and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each other. As long as we dare to forge ahead against the
setbacks an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we will be able to turn the crisis into a turning point and absorb more
powerful forces in crisis.

44
Face up to COVID-19 with culture

The courage to face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the firm belief at times of frustration and bewilderment, and the
rational mind to calmly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re undoubtedly the qualities that an excellent entrepreneur
must possess.

录

服 务 ﹃ 疫 ﹄起 逆 行

"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said the
poet Robert Frost. It is the same case with entrepreneurs who need to work hard with their perfect mastery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solve social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ose in need, and what's more, remain true
to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face up to adversity and setbacks.

附

51
Face up to COVID-19 with services

For most people, they might have never felt such great uncertainty before 2020, but for entrepreneurs,
uncertainty is not something rare. After all, being ready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uncertainty" has become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every entrepreneur.

57
Appendix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Municipal Commission of
Education, the Municipal Finance Bureau and other governing council member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the teachers of university funds, 2020 saw the overwhelming growth of EFG: the number of annual projects
funded reached 425, and the annual funded amount reached a record high and exceeded RMB140 million for the
first time. In 2020,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delivered 7 sessions to 380 trainees, the postgraduate program
benefited 101 trainees, and the "Entrepreneurship Partner" studio provided psychological support services for
334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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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UP TO COVID-19 WITH FUNDING

FACE UP TO COVID-19 WITH FUNDING

天使基金
ANGEL FUND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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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上海市政府发起的国内首家传播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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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注于扶持大学
生青年创新创业的公益基金。

Education
2 0 2 0 年疫情来袭，无数小微企业迎来至暗时刻，市场停滞，收入锐减，现金流短缺。天使基金怀
着 无 私 的 公 益理念，“疫”起逆行，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当年受理项目 1 3 8 8 项，当年资助项目
4 2 5 项 ，当 年度资助金额突破 1.4 亿元，累计资助金额突破 7 . 1 亿元，迎来了史上增幅最大的资助
数 、资 助 金 额两大“加速”；当年退出项目 2 3 3 项，累计退出率达 8 7 . 46 %。

雏鹰计划

“ 赠 人 玫 瑰，手留余香”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雪中送炭，一种是锦上添花。锦上添花固然美好，但是
雪 中 送 炭 方 才最显价值。我们愿做在别人危难之际伸出援手之人，不忘初心，
“ 疫”起逆行。
In 2020, when the pandemic took place, countless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encountered their
darkest moment as the market stagnated, income sharply declined and cash flow was in shortage.

雄鹰计划

雏鹰计划

2 0 2 0 年是“逆行”的一年，为帮助小微企业度过难关，天使基金推出阶段性优惠政策，拓宽“天使
基 金 ”申 请 对象的部分条件，延缓创业企业和创业者的还款时间，免除入驻企业的部分服务费，减轻创
业 企 业 的 经 营压力。同时，为方便创业者申请，组织线上评审和联合评审，提高资助效率，以最快速、
最 高 效 的 方 式资助创业者。

Eagle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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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贷款的资
助模式，适用各类创业项目。资助金额最
高不超过50万元，资助期3年，创业者按
36个月等额本金还款。

Angel Fund, sticking to selfless public welfare philosophy, will take on mor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
2020, Angel Fund accepted a total of 1,388 projects and funded 425 projects, involving an annual
amount of funding exceeding RMB140 million, and the cumulative amount of funding exceeding

雄鹰计划
Eagl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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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科技创新性强的创业项目。资助金额最高
不超过8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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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B710 million, which represented the biggest growth in history in both the number of funded projects and the amount of funding. At the same time, 233 projects were withdrawn, with a cumulative
withdrawal rate of 87.46%.
2020 was a year of setbacks. To help small and micro businesses tackle the difficulties, Angel Fund
introduced phased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ease some of the restrictions on Angel Fund applicants,
postpone the repayment time for start-ups and entrepreneurs, exempt part of the service fees for
settled enterprises, and thus reduce the operation pressure of start-ups. In the meantime, to facilitate the application for funds by entrepreneurs, Angel Fund organized online evaluation and joint
evaluation to fund the entrepreneurs in the fastest and most efficient way.
The saying "the fragrance always stays in the hand that gives the rose" consists of two circumstances: one is to offer timely help or support, and the other is to add brilliance to present splendor.

成果

创业基金会成立至2020年底，累计受理11232项申请，累计
资助项目3116项，累计资助金额71601.4万元，累计退出项目
1632项，累计退出率87.46%。

ACHIEVEMENTS

Adding brilliance to present splendor is undoubtedly desirable, but offering timely help or support is
the most valuable. We are willing to lend a hand to those in crisis, and will 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in combating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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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数据（2020年度）

分会

已申请

受理方式
已资助

已注册

已退出

数量

数量

金额（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东华大学基金

50

19

290

25

2295

11

260

电力大学基金

26

5

150

6

640

5

145

对外经贸大学基金

16

5

160

3

300

1

20

复旦大学基金

15

4334

10

128

基金受理点
（按拼音排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区号021）

受理范围

东华大学基金

曹老师

62379310

本校及注册地在
长宁区

详情请洽谈联系人

电力大学基金

黄老师
裴老师

35303161

全国

免场租，酌情收取一定数量
管理费（含电话、网络、清洁费）

对外经贸大学基金

李老师

13162756389

全国

详情请洽联系人

复旦大学基金

郑老师

55664258

全国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1.5元/平米/天起

奉贤基金

何老师

021-37190071

全国

详情请洽联系人

奉贤光明基金

钱老师

18930755118

全国

第一年全免，第二年免50%

支持大学生创业扶持政策
（注册地要求、场地支持、行业偏好）

47

12

220

奉贤光明基金

5

0

0

0

0

1

30

工程技术大学基金

53

11

285

18

1618

23

643

工程技术大学基金

甘老师

62755968

全国

第一年全免，第二年免50%，
第三年免25%

华东理工大学基金

13

5

165

5

500

8

215

华东理工大学基金

郭老师

64252437

全国

经华理铸梦空间评审通过的项目享受半年工位
租金免费，并可提供实验室场地租赁。项目可获
得免费工商注册 ，优秀项目可获得代理记账补贴。

华东师范大学基金

29

15

435

16

1870

1

20

华东师范大学基金

曹老师

62233567

本校

第一年全免，第二年免50%

华东政法大学基金

13

3

120

3

300

3

90

华东政法大学基金

孙老师

57090342
13262885215

本校

详情请洽联系人

交大安泰基金

21

11

440

9

3660

6

160

交大安泰基金

施老师

62932743

交大安泰MBA

上海交大科技园3.1元/平米/天起，工位450
元/个；资助期内享受3-6个月房租减免政策

交通大学基金

刘老师

64286012

本校

上海交大科技园3.1元/平米/天起，工位450
元/个；资助期内享受3-6个月房租减免政策

毛老师

60675292

全国

半年内，200元/工位

郭老师
（交大专项）

54315672

全国

详情请洽联系人

浦东基金

刘老师

20742965

全国

详情请洽联系人

交通大学基金

31

10

185

8

800

6

140

闵行基金

闵行基金

94

34

1250

48

15501

9

220

浦东基金

37

9

430

13

3807

20

520

上海大学基金

72

15

300

18

3025

11

150

上海大学基金

张老师

56331161

全国

详情请洽联系人

上海理工大学基金

10

3

85

4

350

8

117

上海理工大学基金

王老师

55270386

本校

详情请洽联系人

上海师范大学基金

32

16

599.5

17

5961

10

165

上海师范大学基金

何老师

64322638

全国

详情请洽联系人

市创业中心基金

10

1

40

2

150

2

10

市创业中心基金

吴老师

64833023

全国

详情请洽联系人

松江基金

12

3

60

3

500

11

245

松江基金

戚老师

37629571

全国

详情请洽联系人

视觉艺术基金

杨老师

67823214

本校

详情请洽联系人

金老师

55233664

吉老师

55238195

全国

详情请洽联系人

薛老师

55231003

同济大学基金

冯老师

65981003

本校

详情请洽联系人

香港理工大学基金

汪老师

0852-34002703

本校

详情请洽联系人

视觉艺术基金

2

0

0

0

0

3

30

天使伙伴基金

592

214

8473

311

10091772

53

1255

同济大学基金

223

33

1035

28

4572

17

375

香港理工大学基金

——

1

22

——

——

14

0

总计

1388

425

14744.5

552

10141955

233

4938

天使伙伴基金

05 / 06

创业基金会各基金
创业基金会奉贤基金于2020年11月由上海市奉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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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贤区创业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上海市奉贤区科技发展促进中心受奉贤区科委和创业基金会委
创业基金会东华大学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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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承担奉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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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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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区政府成立了由奉贤区科委、奉贤区财政局、奉贤区人社局、奉贤区团委等相关单位组成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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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基金工作领导小组，共同推进此项工作。

业基金会的委托，承担东华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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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东华大学及相关社会资源，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创业咨询、创业资
助、创业服务和创业宣传。

创业基金会奉贤光明基金于2011年11月由上海光明村科技创业有限公司
创业基金会电力大学基金于2009年10月由上海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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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力
有关的专业或新能源领域专业(上海电力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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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创业孵化机构，受上海电力大学和创业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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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的委托，承担电力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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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上海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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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基金会工程技术大学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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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基金会对外经贸大学基金于2008年6月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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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基金会双方合作设立，同时具有创新创业教育功能和资助孵化功能的科创基金。对外经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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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工程技术大学基金的天使

学基金依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及其创业学院，结合松江校区“学生创业中心”创业苗圃和长宁
校区“古北620”创业孵化基地，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创新创业实践实战、创新创业项目孵
化和创新创业服务保障。对外经贸大学基金立足本校，面向全国，重点资助以城市创新服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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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化业务为主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主要承担天使基金的申请受理、初审、资助、后续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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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退出等工作。

二年免50%，第三年免25%）。

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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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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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基金会华东理工大学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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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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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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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复旦大学基金的天使基

理工大学的创业孵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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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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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华东理工大学、上

为大学生创业团队提供场地和政策支持、创业导师、相目推介等创业相关服务，常年受理创业

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上海华东理工科技园有限公司以及海湾科技园的创新创业服务环境，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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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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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大学生创业

股份”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创业企业。

受华东理工大学和创业基金会的委托，承担华东理工大学基金的天

公司营运成本，为大学生创业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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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基金会华东师范大学基金于2007年10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

创业基金会浦东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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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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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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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院承担华东师范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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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 东 分 会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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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政府
成立了由分管副区长挂帅的科创基金工作领导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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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基金会上海大学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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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基金会华东政法大学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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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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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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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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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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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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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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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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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教育、创业资助和创业服务。

大学生创业。上海大学科创基金孵化培育出以“灵信视觉”、
“绿度股份”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创业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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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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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学及毕业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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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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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交大安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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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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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上海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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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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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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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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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推广、创业领袖班、行业社群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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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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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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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上海交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分布在徐汇、闵行、浦东、静安、长宁的
各个园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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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大学基金孵化培育出以“饿了么”、
“柏楚电子”、
“瑞一科技”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创业企业。

创业基金会闵行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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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 行 分 会

创业基金会上海理工大学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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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学院、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和交大慧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面向交大安泰

担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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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科

大学科创基金孵化培育出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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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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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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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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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是培育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孵化器，他为入驻企业提供办公场地、创业辅导、创业培训、项目受理、融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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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领导小组，着力推进大学

接、展会展示等服务。受上海市科委的委托，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承担了相应的政策服务职能，为全

生青年在闵行创业。闵行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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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科技企业提供创新创业服务。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也是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网络的协调服务机

等服务。

构，他聚集了国内外孵化网络资源和强大的创业导师队伍。市创业中心科创基金孵化培育出以“泰
坦科技”为代表的一批大学生创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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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会议
创业基金会松江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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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一，面向来自国内外的大学生青

2020年全年，创业基金会召开了四次季度分会工作会议。鉴于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影响，为减少人员流动，保障
各位老师的健康与安全，其中的第一季度和第三季度会议采用通讯方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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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学生创
松 江 分 会

业公司提供优惠的办公场所，全区备案28家国家级、市级、区级创新载体，为创业者提供全区
域、多选择，全方位的优惠办公场地租赁服务。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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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是创业基金会2013年6月发起设立的直属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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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天使伙伴基金的天使基金创业项目的申请受理、初审、资
天使伙伴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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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werplus花加”、
“MatchU码尚”为
代表的一批大学生创业企业。

创业基金会同济大学基金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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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金之一，面向本校大学生青年，扶持符合天使
基金资助条件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为扎实推进创业基金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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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余年的实践与积淀，同济大学基金
建立了针对大学生创业的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服务体系，涵盖 “创新启蒙、创业教育、创业资
助、创业关怀、创业加速”五个环节， 孵化培育出同臣环保、同化新材料、伊尔庚环境、同科生
物、同毅自动化、微谱化工、华励振环保、联泉科技、耘申信息等一大批优秀大学生创业企业，
广泛分布在节能环保、新材料、智慧城市、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注：此件内容若有变化以基金会官网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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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优分会

优秀分会

天使基金分会工作优秀个人
天使基金分会工作优秀个人（按分会简称拼音排序）
曹 锐（东华大学分会）
曹 旭（华东师范大学分会）
丁 丛（闵行分会）
冯晓晓（同济大学分会）

2020年度综合排名第一名
同济大学基金

2020年度综合排名第二名
闵行基金

黄朕铭（电力大学分会）
施 凯（交大安泰专项基金）
张 丽（上海大学分会）

李伟铭（对外经贸大学分会）
刘 玲（交通大学分会）
孙 瑾（上海师范大学分会）

2020年度综合排名第二名
东华大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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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2020 年天使基金“雏鹰奖”获奖企业
2020年天使基金“雏鹰奖”获奖企业
上海飒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上海海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于2017年获创业基金会同济大学基金债权30万元资助，公司是主要从事一般固体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一站式服务的科技型企业，依托同济大学在环境友好型材料开发和固废处理领域的技术
优势，在淤泥质固废（河湖底泥、建筑泥浆、工程渣土、污染底泥、污染土壤等）和工、矿、建
筑业一般固体废弃物领域内提供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综合技术解决方案。海顾科技基于自
主研发的水热固化技术和核心系列固化剂，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和固体废弃物的种类，致力于提
供固体废弃物“减量化—无害化—高效资源化”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可提供包括原料检测分析、
目标产品开发、可行性分析、项目规划设计、成套设备销售、生产线调试运行及商业化运营等服务。

薄智元

庚米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创始人

田部娟

于2017年获创业基金会闵行基金债权20万元资助，公司成立于2015年，总部位于上海，
在北京、长沙、深圳、南通、新疆等地均设有分支服务机构。旗下产品“轻流”是一个无代码定
制化系统搭建平台，无需代码开发即可搭建属于你的管理系统。公司的主营业务也就是针对企
业、高校、政府单位等组织提供无代码管理系统搭建工具—轻流，让这些组织能够通过轻流在短
短的几天内就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管理系统。

于2018年获创业基金会同济大学基金债权30万元资助。公司于2018年成立，由新零售
和新农业领域多位合伙人共同投资。本公司秉承为“食者造福、为耕者谋利”的使命，立足新
农业和新零售行业，辛勤耕耘，积极推广现碾胚芽米概念。本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社
区新零售设备以及社区智能碾米售米一体机两种主要设备和相关技术服务及服务。

上海源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肤焕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徐涛

于2017年获创业基金会交大安泰基金债权30万元资助。Linkflow是一款低代码客户数据
中台(CDP)，无需编程即可让数据流动起来。通过连接内外部数据源，打通营销触点，为企业市
场及运营部门提供从客户数据采集、分析到营销执行的一体化客户运营闭环，最终帮助企业通过
数据驱动业务增长。通过使用Linkflow，可以大幅度降低数字营销项目的开发成本，缩短实施周
期。初创团队来自SAP，有深厚的技术背景。同时已经获得金沙江创投，光速资本，真格基金的
投资。现已服务包括平安、宝马、雅培在内的50+顶级企业。

上海态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上海航永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创始人

肤焕

梁培源

于2017年获创业基金会天使伙伴基金债权20万元资助，公司是一家专注于IT 服务领域的
高科技企业，致力于向全球客户提供UI/UX设计开发、智能终端与物联网软硬件研发测试、软件
开发和实施、测试与质量保障、电商平台开发、大数据与云计算、BI 商业智能系统开发、人工
智能系统开发、工程师外包等专业服务。

航永光电

成铭钊

张建政

于2019年获创业基金会闵行基金债权50万元资助，公司致力于智能技术及产品的研发、集
成与应用。核心技术团队探求不同行业智能制造需求的共性，致力于通用智能平台的开发和关键
技术的攻关，为机器人等高级智能装备提供导航、驱动、感知、通讯与数据处理等关键核心底层
技术，并形成标准化产品；同时也结合工业生产需求，提供智能制造一体化解决方案。团队善于
提炼不同场景的共性元素，减少因差异化场景导致的算法或产品适用性约束，达到自主导航、场
景辨识、自动避障、智能作业在类似场景的通用化落地，扩大机器人的使用范围。

上海易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朱卫彪

于2017年获创业基金会东华大学基金债权20万元资助，公司是一家从事新材料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的企业，其核心业务是各种塑胶基材和薄膜上的
功能性涂层的研发和销售。当前，公司采用以自主研发高耐磨、防静电、防眩光、防污、镭射涂
层材料，掌握了涂层材料的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系列产品开发核心技术，满足于不同客户的需
求。其中，高耐磨涂料用在华为、OPPO、小米等手机电池后盖中；防静电涂料将现有类似产品
的有效期从两年提高至五年。

武庆斌

于2019年获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基金债权10万元资助，公司成立于2018年8月，是一家
创新驱动的初创公司，以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和智能硬件技术为核心，为用户及客户提供皮
肤、美学、健康检测及定制化服务。公司已与行业多家领先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获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SOSV，HAX，云锋复旦大健康专项，Microsoft AI & IoT Lab，上海市
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等资助，及“泛海杯”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复旦之星“创新之星”奖等。

元林（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元林

创始人

创始人

黄阳环

于2018年获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基金债权5万元资助，公司成立于2018年1月，是一家
以清华与复旦研究生为核心团队的新材料类高科技企业，专注于纳米材料的研发与应用，提供
环保、建筑、纺织物和涂料等领域的空气净化、抗菌防霉与紫外线防护的产品与技术方案。

上海欢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创始人

沈雨辰

于2018年获创业基金会华东师范大学基金债权10万元资，公司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
3-10岁线下戏剧教育连锁机构。目前拥有由华师大与上戏著名教授共同研发的原创课程体系与
行业独创评价体系，致力于用戏剧为孩子提供自由平等的表达环境，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公众
面前爱说敢演。从2019年至今，猴有戏已荣获北塔资本、抱团资本连续两轮等近千万级融
资，打造了从招生、教学、评价到演出的生态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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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历年优秀案例精选

上海灵信视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

张旭豪

“饿了么”于2010年4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交通大学分会资助，是中国专业的
餐饮O2O平台，作为餐饮业数字化领跑者，以建立全面完善的数字化餐饮生
态系统为使命，为用户提供便捷服务的极致体验，为餐厅提供一体化运营解决
方案，推进整个餐饮行业的数字化发展进程。
2013年11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雏鹰奖”。
2016年11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雄鹰奖”。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

上海灵信视觉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

俞凌杰

“爱回收”于 2010 年 12 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分会资助。其自行开发创建
平台专注于电子产品回收及电器回收，首创三维回收模式：门店、上门、邮寄，致
力于为用户提供最为便捷的服务。
2015 年 7 月获得京东、天图 6000 万美元投资。
2016 年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雄鹰奖”。
上海舞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申请人

上海同臣环保有限公司

申请人

申请人

泰笛（上海）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魏杰

“精智实业”于 2005 年 12 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上理工大学分会资助，是一家专注
于精密设备、五金工件、冲压模、精锻模的生产、开发、设计及销售的公司。
2016 年 6 月获得 7500 万元投资。
2016 年 11 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雄鹰奖”。

殷海玮

上海绿度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姚宗场

申请人

邹晓明

“绿度信息”于2011年7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上海大学分会资助，主要产品包括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与农业物联网系统。
2015年11月新三板挂牌。
2016年11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雄鹰奖”。

上海复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复展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

“泰笛”于2013年9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天使伙伴专项基金资助，公司主要从事以移
动互联网为平台的各类衣物用品的洗护，以及多种品类鲜花的订购。
2014年11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雏鹰奖”。
2016年11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雄鹰奖”。

上海绿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文标

“同臣环保”于 2008 年 3 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同济大学分会资助，作为行业领先
的污水、污泥处理设备及技术服务提供商，提供专业的叠螺式污泥脱水机、超高
压弹性压榨机和高效纤维滤布滤池等设备及污水处理、污泥处理、黑臭水体治理
等系统解决方案。
2013 年 11 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雏鹰奖”。
2016 年 7 月获得匀升资本、接力基金 8000 万元投资。
2016 年 11 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雄鹰奖”。
上海精智实业有限公司

泰笛（上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周坤鹏

“59store”于 2013 年 6 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交通大学分会资助，是国内领先的
校园生活服务类 O2O 平台，主营业务有“夜猫店”、
“59 金融”、
“59 云印”、
“59
约团”等，目前覆盖了 200 余个城市，2500 多所高校。
2015 年 8 月获得深创投 2 亿元投资。
2015 年 11 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雏鹰奖”。
2016 年 11 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雄鹰奖”

申请人

“复享光学”于2009年5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分会资助，是国内最大的微型
光谱仪全线产品制造商，形成了集设计、研发、制造和销售一体的价值服务链，服
务于实验室分析、光伏产业、半导体照明、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
2014年11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雏鹰奖”。
2016年8月新三板挂牌。
2016年11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雄鹰奖”。

“泰坦科技”于 2007 年 7 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市创中心分会资助，公司搭建具有
国际化视野、全球供应链整合、专业化咨询的国内首家科学一站式服务平台，致
力于成为“中国科学服务首席提供商”。
2013 年 11 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雏鹰奖”。
2015 年 12 月新三板挂牌。
2016 年 11 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雄鹰奖”。
2020 年 10 月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上海悦易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陈大明

“灵信视觉”于2006年8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上海大学分会资助，公司致力于 LED
显示解决方案，专注于LED发布平台、可视化系统、视频处理器、视频融合系统、
虚拟交互系统等产品的研发和销售。
2013年11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雏鹰奖”。
2015年11月新三板挂牌。
2016年11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雄鹰奖”。
上海复享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张庆

申请人

申请人

孙洪涛

“复展智能”于2005年9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分会资助，公司主要从事照明
领域和智能燃气表领域的嵌入式产品开发。公司照明产品主要为LED 照明灯具和照
明控制系统，燃气产品主要为智能燃气表中的智能控制模块。
2013年11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雏鹰奖”。
2015年新三板挂牌。
2016年11月获“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雄鹰奖”。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人

代田田

“柏楚电子”于2006年10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交通大学分基金资助，是一家从事激
光切割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重点软件企业。公司主营业
务系为各类激光切割设备制造商提供以激光切割控制系统为核心的各类自动化产
品。
2019年8月上交所科创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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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合作

与盛创 39 众创空间、徐行经济诚及创业学合作
第二届盛创 39 创新创业大赛

与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合作创业项目联合评审

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合作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

与伯藜创投合作 2020 年新生代企业家创业大赛总决赛

与宝山区科委合作第二届“宝山杯”大学生创新大赛

与普陀区妇女联合会合作“孕育乐享丽人创业计划”为主题的普陀区女性创新创业大赛
与宝山区科委合作第二届“宝山杯”大学生创新大赛

与静安区妇女联合会合作“慧创启航“为主题的
静安区女性创新创业大赛

与松江区科委第四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松江选拔赛
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2020 年“广富林杯”创业创新大赛

与浦东新区区妇女联合会合作以“俪人创客“为主题的
浦东新区女性创新创业大赛
与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合作第十二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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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谷：EFG创业训练营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CAMP

FACE UP TO COVID-19 WITH EDUCATION

导语

Education
教育、研究、创业力评测、心理支持服务分别对应创业基金会资助外的硬核专业服务产品：“创业谷”、
“研究生双
创计划”、
“创心之路”数据研究、
“创业力评鉴”、
“创心伙伴”工作室。尤其在 2020 年，内外环境和条件都有很大变化，
我们依旧在想尽办法完善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创业谷：2020 年共举办 7 期，共培训学员 380 人，共有 43 个项目通过闭门会天使基金评审。累计办学 55 期，
培训学员 3467 人。
研究生双创计划：2020 年培养学员 101 人，42 人通过天使基金复审。累计举办 8 期，共培养 945 位学员，其
中 319 人走上创业之路。

创业谷是由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英文简称EFG）主办的纯公益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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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每年举办6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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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心之路”数据研究：项目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正式发布也是第五年了。
本年度研究突出 2020 年资本活跃度
变化、热门行业发展环境、企业生存因素探索等。在全球创业周发布研究成果，线上点击超 5.5 万。
创业力评测：2020 年完成评测平台改造，在数据化管理上更进一步，同时也为 1005 人出具创业个人特质测评
报告，为 245 位创业者提供业务、人际、团队方面创业能力线下测评并提交报告。
“创心伙伴”工作室：作为创业者提供专业心理支持的服务产品已经持续了 5 年，目前心理咨询师志愿者团队为
32 人，为每一位基金会资助的创业者配对一位心理支持导师，2020 年完成 334 人次服务。
Education,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evaluation and psychological support services respectively correspond to
the hardcore professional service products other than EFG's funding products: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Entrepreneurs Soulmate" data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Evalu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artner" Studio. Even in 2020 when there were great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we spared no efforts to improve our products
and provide better services.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in 2020, we delivered a total of 7 sessions to 380 trainees, and 43 projects proved
eligible in the closed door evaluation by Angel Fund. We have delivered a total of 55 sessions to 3,467 trainees.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We trained 101 students in 2020, and 42 of them
passed the review by Angel Fund. We delivered a total of 8 sessions to a total of 945 students, of which 319
have embarked on the road of entrepreneurship.

截至2020年年底，创业谷已成功举办55期，共培训学员3467人。2020年共举办7期，共培训学
员380人，共有43个项目通过闭门会天使基金评审。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拓宽合作渠道，我们还与外
部机构和赛事共开展了5场创业谷巡回课堂活动（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浦东人社办、互联网+大赛、宝山
杯大赛）。

"Entrepreneurs Soulmate" data research: the project has entered its sixth year, and it is five years away from its
official release. This year's research highlights the changes of capital activity,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popular industrie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enterprise survival factors. It published the research results on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attracting more than 55,000 online clicks.
Entrepreneurship Evaluation: in 2020, we will comple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valuation platform, improve
the data management, issue personal entrepreneurship characteristics evaluation report to 1,005 entrepreneurs,
and conduct offline evaluation of 245 entrepreneurs in terms of business, interpersonal and team abilities.
"Entrepreneurship Partner" Studio: It has provided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support service products for
entrepreneurs for five years. At present, there are 32 psychological counselors on the volunteer team. Each
entrepreneur funded by EFG is served by a designated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In 2020, the team served a total
of 334 entreprene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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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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和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主办的“2020 年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于 2020 年 4 月启动。对于入孵培养的项目，最高给
予 3 万元的奖创金支持；2020 年研究生计划收到经各高校按报名条件筛选后的报名项目总计 224 个，正式录
取培养的学员总计 101 名；共计 80 个项目顺利通过结项，其中 51 个项目负责人有意向成立公司正式走上创
业之路，创业转化率达 50.5%，42 个项目通过天使基金复审，拟获“创星一等奖”资格。
2013 年至 2020 年八年期间，研究生计划共计孵化 945 个项目，其中 319 各项目负责人走上创业之路，
创业转化率为 33.8%；在创业的学员中，有 49.2% 共计 157 个项目获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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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立项孵化数

结项人数

2013 年

99

99

2014 年

126

2015 年

创业人数

天使基金立项数

天使基金资助数

9

9

9

121

49

35

28

200

175

42

21

16

2016 年

111

102

53

37

32

2017 年

103

90

35

16

14

2018 年

100

70

44

31

28

2019 年

105

73

36

28

25

2020 年

101

80

51

42

5

创心伙伴服务

CHUANGXIN PARTNER SERVICE
“创心伙伴”工作室由创业基金会委托上海创业力评鉴中心筹建并于 2017 年
启动服务，旨在为创业者者提供更专业 / 贴心的创新型资助后服务品牌，通过陪伴、
社交、分享等方式，为创业者提供个人成长、团队升华、企业服务三位一体的专
业平台。截止 2020 年 12 月 21 日，陪伴创业者共同成长，2020 年度完成服
务 344 人次，创心伙伴工作室服务累计 1760 人次。
工作室创办之初以心理支持为服务方向，而后依据创业者反馈逐渐扩大服务
领域，2019 年开始融合财务、法务、行业资深创业导师、智库团队及创业者自
身形成互助创业服务平台。旨为创业者提供创业服务，提升领导力，促进企业与
个人共同发展！

创业力评测

ENTREPRENEURSHIP EVALUATION
2020 年评鉴中心线下评测服务完成 245 次，线上评测服务完成 1005 次，常模库扩建至 2917 个。与
合作机构合作拓展创业力培养课程，积极与高校展开合作创业知识教育活动，在企业协会（筹）与研究跟踪
的基础上积累案例，为创业者提供经验并提供建议。结合多位顾问的智慧，创业心理及团队课程正逐渐成为
中心服务的标志。实用、专业、自愿、分享始终是创业力评鉴中心工作的核心理念。

创心之路数据研究

DATA RESEARCH ON THE ROAD TO CREATION
鉴于前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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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2020年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在延续2019年的基础工作上进行小幅创新调整：
1.
2.
3.
4.
5.
6.

纳入本科生创业者，招生人数 101 人（每位学员对应一个创业项目）；
专注创业实践，帮扶在校生落地创业项目，开办创业企业；
充分配合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设立“创星奖”，直接资助学员创办的创业企业，奖励级别为 3 万元和 1 万元；
开发线上管理小程序，解决前端学生无法回校提交申请问题，简化整体管理流程；
改变以往线下培训模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开展培训。

“创心之路”活动是由上海创业力评鉴中心于 2015 年发起，已经是第六次发
布年度创业数据研究报告——2020 年发布“创心之路”创业数据研究报告第六季。
不确定性和动态的外部环境是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两大挑战。但
是在过去的一年，还是让创业者和潜在创业者对于“创业维艰”有了更为直观和
深刻的理解，对外部环境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有了新的认识。创心之路 2020 年研
究报告主要聚焦：首先，资本影响下的行业生态变化；其次，结合商业资本投资
数据和创业企业地理信息，试图描绘出当前热门行业在不同地理区域的聚集和演
化；最后，基于大规模的创业企业跟踪调查，描述创业企业的现状和生存要素。

数据来源：
这份报告结合了数据库数据和一手调研数据，具体包括：
1. 投中集团的风险投资数据库（CVsources）；
2. 2016 年创业在上海企业数据库；
3. 基金会资助项目数据库；
4. 企业调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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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3、产业资本的崛起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历年的情况

资本动向
1、融资并非企业持续发展的依托

2020年变化

领域

投量第一

投量第二

投量第三

行业

历年

2020年

企业服务

真格基金

深创投

IDG资本

企业服务

真格基金

腾讯

文娱传媒

腾讯

真格基金

险峰长青

医疗健康

君联资本

红杉中国

智能硬件和半导体

深创投

顺为资本

小米集团

硬件

深创投

红杉中国

医疗健康

礼来亚洲基金

君联资本

奥博资本

金融

IDG资本

腾讯

金融

真格基金

红杉资本中国

IDG资本

文娱传媒

腾讯

字节跳动

教育

蓝象资本

真格基金

北塔资本

电子商务

真格基金

渶策资本

电子商务

真格基金

险峰长青

IDG资本

教育

蓝象资本

北塔资本

汽车交通

经纬中国

顺为资本

明势资本

新工业

深创投

小米集团

本地生活

经纬中国

真格基金

险峰长青

本地生活

经纬中国

红杉中国

高端制造

深创投

顺为资本

北极光创投

汽车交通

经纬中国

红杉中国

历年与 2020 年投资领域对比

2017 年之前天使轮融资项目跟踪生存图谱
依靠融资生存的企业并未如外人所见的如此光鲜，跟踪了 3712 个在 2017 年之前拿到过天使轮或种子轮融资
的项目。其中 B 轮以后再拿到 C 轮融资的项目只有 22 个了，占总量的 0.59%，获得战略投资并购 / 收购率约为
3.7%，合计初创项目通过融资发展较为成功的为 4.3%。

2、携带产业优势的战略资本成为今年主角
为研究融资规律，除了发掘融资时机与行业等，我们也尝试探究资本收益方面的规律和变化，研究发现约 67%
的项目，是通过战略投资或者并购的方式退出的，真正能够坚持到 IPO 的是少数。

100%

2020年资本退出方式
占比特征

92.86%

90%

名称

排名

名称

排名

IDG资本

1

红杉中国

1（+3）

真格基金

2

腾讯

2（+4）

经纬中国

3

深创投

3（+2）

红杉中国

4

小米集团

4（+46）

深创投

5

毅达资本

5（+65）

腾讯

6

IDG资本

6（-5）

险峰长青

7

启明创投

7（+4）

创新工场

8

经纬中国

8（-5）

顺为资本

9

源码资本

9（+19）

君联资本

10

中金资本

10（+120）

80%
70%
60%

历年与 2020 年前十投资机构排名及对比
51.77%

50%
40%
30%
20%
10%
0%

30.34%
15.75%
5.43%
并购

0.20%
战略投资

新三板
历年

2.15% 1.51%

产业资本不但提供资金，而且提供渠道和资源，将成为未来风险投资的主力军，更多的创业项目将通过产业资
金的加持，迅速做大做强。2020 年变化尤其明显，从各领域排名来看，历年的排名 IDG 是排名第一，真格第二，
经纬中国第三，但是 2020 年变化很大。

IPO+IPO上市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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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基金，至 2020 年 8 月投资 34 个项目排名第 4，小米产业基金已投资了超过 70 家半导体和智能制造的
公司。这就是小米未来要做的“制造的制造”。

4、产业资本融资案例（小米）

19

20
18

70%

61.29%

60%

16
14

50%

12

40%

10

7

8
6
4

5
3

2

16.13%

8.82%

小米集团行业投资
数量及占比

30%

2020最热行业——医疗健康
1、2020年五大城市热门变化

22.58% 20%

医疗健康

10%

IT及信息化

0%

0
汽车交通

新工业

企业服务
数量

其他

比例

“小米”集团是一家比较典型的投资机构。众所周知，小米在开拓市场和获取客户方面几乎做到市场活动的极致，
在奠定绝对品牌高度和大量用户资源后，小米开始进入真正的小米时代。这两年，小米集团投的项目已经超过了
70 家，今年投了 34 个占了一半。“小米”今年可以说是发展最快的投资机构之一，小米正在用资本和用户聚拢制
造业形成“小米生态”。

苏州
7%

苏州
11%

苏州
5%

杭州
14%

北京
31%

杭州
12%
深圳
12%

杭州
17%

北京
32%

上海

深圳

北京
37%

深圳
13%

深圳
20%
上海
27%

上海
34%

北京

IT及信息化

杭州

苏州

北京

上海

深圳

上海
28%

杭州

苏州

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

苏州

医疗健康、IT 及信息化、互联网行业交易数量相对占比
在热门行业方面，不同地区投资事件数的相对占比同样呈现出产业聚集的趋势。

金融
文化传媒
企业服务
教育培训
消费升级
人工智能
制造业
互联网
IT及信息化
医疗健康
0

200

400

600

2018年交易事件

2019交易事件数

800

1000

1200

1400

2020交易事件数

基于行业的风险投资交易事件统计
在传统热门投资行业中，各大地区同样显示出了相对的聚集态势，以上海为例在整个大健康领域投资交易占比
反超了北京，而在制造业和人工智能方面与北京的差距相对比较大。2020 年整体投资活跃度下降的同时，医疗健
康依旧稳定且在 2020 排名首位。

小米集团投资项目及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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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最热行业之医疗健康板块细分

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

苏州

我们对热门的投资行业的细分领域进一步分析。如下图所示，在整个大医疗健康行业板块中，一共有 6 个细分
板块，分别是医药行业、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疗器械、医疗信息化和医疗健康其他。其中医药行业、医疗器械、
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项目占据绝对优势。在医疗信息化行业中，只有不到 120 个项目获得了风险资本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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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健康行业细分行业项目统计

3、大学生创业企业生存情况调查

资助企业接受回访比例——73.06%

超半数存活企业拥有全职员工0-5人

10.01%

22.40%

16.26%
45.48%

0.25%
0.42%

上海医疗健康创业集群现象

14.93%

61.22%

11.84%

图片呈现了医疗健康行业在上海地区的创业热度分布，作为全国在医疗健康行业最为热门的创业区域，创业项
目遍布了所有的区县。但是从下图我们也可以看到，医疗健康产业创业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创业聚集现象。热度表现
最为突出的是张江高科地区，漕河泾开发区和上海健康医学院附近的医疗健康创业园区紧随其后。

上海医疗健康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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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疫”起逆行
FACE UP TO COVID-19 WITH EDUCATION

大学生创业企业样本整体存活率要高于新创样本，行业选择、初创条件等因素影响存活率。通过电话拜访的方
式来确认其生存状态，最终一共获得样本企业 1056 家。基金会的行业划分比较细，涉及 24 个细分行业，在项目
行业分布信息部分，为了统计方便我们截取了项目最多的前十大行业进行具体统计，而剩下的项目归类为其他行业。
所示，基金会资助最多的行业为 IT 技术与互联网和现代服务两个行业分别有 224 笔资助和 164 笔资助。另外成
立于 2016 年至 2019 年的被资助企业占据了样本的绝大多数，一共为 843 家企业。
在能够确认状态的资助项目中，总体存活率高达 83%，要远远高于“创业在上海”样本企业的整体存活率（不
到 50%）。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组数据并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创业在上海样本组相对于基金会资助企业样本平
均年龄要高将近 4 年。另外如图 40 所示，超过半数的基金会存活企业员工人数少于 5 人。

资助项目申请人最后学位分布如上图所示，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位的申请者占比最高。专科学位、MBA 学位
和博士学位的申请人占比相对较低，但是绝对数量也相当可观。结合申请人项目生存数据，我们发现教育程度对于
创业项目的生存率影响差别不大，但是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随着申请人学位程度的升高，创业企业的生存率是下降
的趋势。

毕业生

4、EFG资助项目申请人学位和生存状态

上海医疗健康产业
细分板块资本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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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项目申请资助时创始人的读书状态，将样本企业分为在在读生创业和毕业之后再创业，结果显示在读
状态下创业项目的存活率和毕业之后再创业存在显著差异。在所有的统计项目中在读生创业项目的存活率为 75%，
而毕业之后再创业的项目存活率超过 85%。

博士

资助项目申请人学位
和创业项目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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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球创业周中国站

整体介绍

GENERAL INTRODUCTION

2020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2020 年的开始风雨交加，突然爆发的疫情给全人类带来危机，国内经济生产一度停摆，同时国际经济形势
也剧烈变化。
在风雨飘摇的创业环境中，2020 全球创业周中国站坚持打造融资平台、提供创业资源，陪伴创业者在“疫
情”中逆行，迎接曙光。这是全球创业周中国站坚守服务创业者的第 14 年：洞察行业前沿发展与趋势；探讨反
思疫情带来的挑战与机遇；联结创业者、投资人、创服机构各方资源；聚焦发挥融资功能……勇于和创业者一
起逆境中前行，这场创业盛会仍在并会排除万难支持“创新创业”事业。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the sudden outbreak of the pandemic brought crisis to the whole mankind, led to the
suspension of the domestic economic production for a period of time, and caused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precarious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2020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insisted on building a
financing platform and providing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to accompany the entrepreneurs in the pandemic crisis
until the dawn comes. Up to 2020,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had served entrepreneurs for 14 years. In
2020, we gained insight into the industry's cutting-edge development and trends, explored and reflected on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pandemic, connected the resources of entrepreneurs, investors and
entrepreneurial service agencies, focused on the financing function, and bravely moved forward with entrepreneurs in
adversity. This grand entrepreneurial event is supporting and will support the caus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y overcoming all difficulties head on.

2020（第 14 届）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
2020 (14TH)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时间：11月13-18 日
地点：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规模：60 场创业主题活动
参展：112 家创业企业参展

Time: November 13-18
Plac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ashion Center
Scale: 60 entrepreneurship theme activities
Number of exhibitors: 112 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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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三
HIGHLIGHT 3

FACE UP TO COVID-19 WITH INITIATIVES

活动亮点

与天使基金资助企业合作，活动现场使用智能防
疫机器人进行智能防疫。

HIGHLIGHTS

亮点一
HIGHLIGHT 1

We cooperated with enterprises funded by Angel Fund, and
used intelligent pandemic prevention robot to carry out
intelligent pandemic prevention at the activity site.

“疫情”背景下，以“共生”为话题，针对性讨论初创企业、产业资本、投资机构等各方共同生存发展之道。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ndemic, taking "symbiosis" as the topic, we discussed the commo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start-ups,
industrial capital,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and other parties.

亮点四
HIGHLIGHT 4

与线下会场同步设置线上会场进行转播，并结合线上平台提供创业资源。
We set up an online venue to broadcast the offline venue simultaneously, and provided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via the online platform.

亮点二
HIGHLIGHT 2

联合百余家机构，打造线上线下融资平台。
We rallied more than 100 organizations to build an online and offline financing platform.

35 / 36

倡 导“ 疫”起逆行
FACE UP TO COVID-19 WITH INITIATIVES

2020 创业周活动精选

2020 Entrepreneurship Week Activity Highlights

2020（第 14 届）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开幕式

2020（第 10 届）天使及早期投资峰会
2020 (10th) Angel Investors and Early-stage Investment Summi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2020 (14th)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时间：2020 年 11月17 日 下午

时间：2020 年 11月13 日 上午

1、发布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年度榜单和天使投资“服务伙伴”计划。
2、创投观点分享：17 位一线投资机构知名合伙人从后浪基金如何破局、新变局下的创业之道、中国企业服务的投资机会投资话
题探讨。

规模：280535 人次（线下 364+ 线上 280171）

1、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致辞；全球创业网络主席 Jonathan Ortmans（视频）致辞；
2、雏鹰奖、天使早期投资人 TOP30 颁奖。
3、EFG“天使基金”资助企业飒智智能创始人张建政做创业分享，幂方资本管理合伙人周玉建、声网创始人、CEO 赵斌做
主题分享。
4、EFG“天使基金”资助企业烨映电子创始人徐德辉、尼赛拉传感器公司总经理周云；EFG“天使基金”资助企业泰坦科技
创始人谢应波、钟鼎资本创始合伙人严力分别做主题对话。
Time: Morning of November 13, 2020

Scale: 280,535 person-times (offline 364 + online 280,171)

1、Chen Mingbo,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delivered a speech; Jonathan Ortmans, Chairman of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 delivered a speech (video);
2、Presenting of Eyas Award, and Top 30 Angel Early Investors.
3、Zhang Jianzheng, founder of Sage Intelligent System, a start-up funded by EFG "Angel Fund" shared his entrepreneurial story, and Zhou
Yujian, Managing Partner of Medfine Capital, and Zhao Bin, founder and CEO of Agora, delivered their theme speeches.
4、Xu Dehui, founder of YY Sensor, Zhou Yun, General Manager of Nicera Sensor, Xie Yingbo, founder of Titan Technology, and Yan Li,
Founding Partner of Zhongding Capital, in each case, funded by EFG "Angel Fund", made theme dialogues, respectively.

2020“创响中国”长三角联盟站双创生态峰会
2020 "Entrepreneurship China" Yangtze River Delta Allian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logical Summit

时间：2020 年 11月13 日 下午

规模：90826 人次（线下 489+ 线上 90377）

Time: Afternoon of November 17, 2020

规模：88927人次（线下 468+ 线上 88459）

Scale: 88,927 person-times (offline 468 + online 88,459)

1、The annual list of Shanghai angel investment guide funds and the angel investment "service partner" plan were released.
2、Sharing of venture capital views: 17 well-known partners of first-tier investment organizations discussed how back rise funds
make breakthroughs, the approach to starting up a business in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th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companies.

“科技赋能，云上会客”——HR-Tech 人力资源创新服务产品发布会
"Technology enables cloud hosting" - Press Conference for HR-Tech Human Resources Innovative Service Products

时间：2020 年 11月17 日 上午

规模：78489 人次（线下 454+ 线上 78035）

1、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阮青做主题演讲；
2、长三角双创生态地图2.0发布；
3、新一批长三角双创券通用通兑签约；
4、上海技术交易所总裁颜明峰等参与主题论坛；
5、国方资本总经理孙忞、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征管科技处陈龙做主题演讲。

1、杨浦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李亚平致辞；
2、中国上海人力资源产业园东部园发布海外人才招聘平台；
3、万宝盛华大中华副总裁张锦荣做主旨演讲；
4、猎聘、社宝科技等企业创新产品发布。

Time: Afternoon of November 13, 2020

Time: Morning of November 17, 2020

Scale: 90,826 person-times (offline 489 + online 90,377)

1、Ruan Qing, Deputy Director of Shanghai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and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al Cooperation Office,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2、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eco-map 2.0 was released;
3、An agreement on the general acceptance of a new batch of Yangtze River Delta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bonds was signed;
4、Yan Mingfeng, President of Shanghai Technology Exchange, and so on participated in the theme forum;
5、Sun Min, General Manager of Guofang Capital, and Chen Long,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Shanghai
Taxation Bureau,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delivered keynote speeches.

Scale: 78,489 person-times (offline 454 + online 78,035)

1. Li Yaping, Deputy Head of Yangpu District People's Government, delivered a speech;
2. The East Park of Shanghai Human Resources Industrial Park released the overseas talent recruitment platform;
3. Zhang Jinrong, Vice President of Manpower Group in Greater China, made a keynote speech;
4. Liepin, Shebao China and other companies released innovativ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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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G 天使基金主题日

EFG Angel Fund Theme Day

2020年全球创业周中国站上，将11月14 日设为“EFG 天使基金”主题日，当天组织开展“'EFG 天使基金日 ' 周六扒早期”
“'EFG
天使基金日 'GCC 十周年年度创业课堂”
“'EFG 天使基金日 '《2020“创心之路”第六季创业数据研究发布》
”三场活动，同时邀
请获得“EFG 天使基金”资助的创业项目参展，打造了一场属于创业者的“双创”盛宴，为创业者和投资人搭建线下路演、交流
和投融资对接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看点二
HIGHLIGHT 2

During the 2020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event, November 14 was set as the theme day of "EFG Angel Fund". On that day,
three activities namely, "Saturday Party for Early-Stage Investment", "GCC 10th Anniversary Annual Entrepreneurship Class", and
"2020 Entrepreneurs Soulmate: The Sixth Session of Entrepreneurship Data Research Report", were organized. Meanwhile,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funded by EFG Angel Fund wer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hibition, offering 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east for entrepreneurs, and creating a one-stop service platform for offline roadshows, communicatio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onnections among entrepreneurs and investors.

GCC 十周年年度创业课堂
周六扒早期

GCC 10th Anniversary Annual Entrepreneurship Class

Saturday Party for Early-Stage Investment

1、邀请创业大咖、脱口秀演员、优秀GCCer，分享创业故事；
1、
“天使基金”资助企业漏洞银行捐赠50万元资助大学生创业；
2、
“周六扒早期”路演活动是EFG专为已获得“天使基金”资助的企业而设；
3、为推动初创企业进一步发展，搭建投融资平台；
4、现场6个优秀项目进行路演。

2、探讨“做题家”与“幻想家”话题；

1、Angel Fund donated RMB500,000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2、The“Saturday Party for Early-Stage Investment”roadshow event is set up specially for enterprises already financed by Angel Fund;
3、A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platform was built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start-ups;
4、Field roadshow was organized for 6 outstanding projects.

2、Discussed the topics of "homework doers" and "fantasts";

看点一

3、共助青年思考成长与创业，传递正能量。
1、Entrepreneurs, talk show actors and outstanding GCCers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entrepreneurial stories;

3、Help young people think about their growth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transfer positive energy.

看点三
HIGHLIGHT 3

HIGHLIGHT 1

2020“创心之路”第六季创业数据研究发布
2020 "Entrepreneurs Soulmate": The Sixth Session of Entrepreneurship Data Research Report

1、发布详细的数据研究报告，揭示每年创业环境变化，以及长期跟踪的企业数据，包括上海在内的五大地区创业生态数据；
2、在今年疫情的特殊时期，重点研究早期社会资本关注行业的变化，资本活跃度变化；
3、还针对研究了政策影响下的热门行业，包括新基建、人工智能、产业数字化；
4、
《我们的创业》新书发布会。
1、Released detailed data research reports to reveal the annual changes in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enterprise data that has
long been tracked, including the entrepreneurial ecological data in five major regions including Shanghai;
2、In this pandemic-stricken year, we mainly studied the changes in the industries favored by early social capital, and in the capital activity;
3、We also studied the hot indus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cy, including new infrastructu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dustry digitization;
4、The press conference for the release of the new book Our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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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

GCC峰会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AMPUS CENTER

GCC SUMMIT

GCC简介

INTRODUCTION OF GCC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ampus Center，简称 GCC）是一个汇聚创业
爱好者的大学生社团组织，由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即全球创业周中国站主办方）在 2010 年倡导发
起并运作，是全球创业周中国站富有影响力的品牌之一，下设 GCC 组委会办公室负责日常组织管理。GCC 的
使命是“让创业的好种子找到好土壤”，通过 GCC 峰会、创业课堂、创业活动等形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创
业观，迈出成为富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家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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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高峰论坛（简称 GCC 峰会）是 GCC 每年的重头戏之一，2020 年第十届全球创业周
校园中心高峰论坛（十周年）于 8 月 18 日至 8 月 21 日在中国（上海）创业者实训基地 5 号楼举办。本届峰会一
共从全球各地 1000 余份报名表中挑选出 64 名参会者和 29 名志愿者，来自全国 23 个省份、97 所高校。
作为十周年活动，本届峰会共邀请了 40 位嘉宾参与，包括创业基金会领导、知名企业高管、初创企业创始
人和市场投资人。同时本届峰会也设置了大量原创活动环节，比如“创业十二时辰”、
“00 后夜生活集市”、
“创业
板”、
“重燃 2020——城市挑战”等，从内容建设和情感交流两个方面提高 GCC 的组织粘性和成员的使命感；
同时提升 GCC 负责人社团管理能力和加深其对创业力的理解，加强寻找和服务创业者的能力。

GCC
GCC SUMMIT

GCC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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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UP TO COVID-19 WITH CULTURE

创业课堂

ENTREPRENEURSHIP CLASS

创业课堂是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每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在科技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上海市人民政
府的指导下，由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组委会和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发起，各高校社团承办。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以线下活动为主的创业课堂亦受到很大冲击。为应对新形势、新变化，
GCC 在短时间内迅速将创业课堂的主战场转移至线上，建立起 GCC 线上创业课堂。
GCC 线上创业课堂是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在疫情期间针对现阶段大学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做出解决措
施的线上分享活动，邀请知名企业家、创业前辈、行业精英进行线上课程直播，传授专业技能，分享成长感悟，
解决普遍困惑，提升大学生的创业、就业、择业认知。为大学生的进步保驾护航。

导语

Culture

开发 GCC 小程序

成果
ACHIEVEMENTS

开拓线上直播平台和课程
全年线上活动总参与人次 20942 人，活动总影响人数 140500+ 人
全年线下活动总参与人数 1277 人，活动总影响人数 2494000+ 人

GCC 大事记

文化建设是创业基金会实力的象征与体现。2020 年，创业基金会积极建设先进、优秀的企业文
化，用思想文化渗透到日常运营管理中，以“文”化人，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内增凝聚力，外树品牌
传播力。
从根本上规范制度建设，优化升级“天使基金”产品手册，修订员工管理相关规定，优化组织内部管
理。开展党建活动、员工培训和集体团队建设活动，在活动中进一步提升员工的思想素质，提高业务能
力，加强团队间的联动，激发其内在动力和工作热情，打造团队正能量和良好的文化氛围。

GCC MEMORABILIA

Cultural construction symbolizes and embodies the strength of EFG. In 2020, EFG was devoted to
building an advanced and excellent corporate culture, infiltrating the ideological culture into the daily

2020 年 6 月 6-7 日
疫情恢复后举办的首场线下活动“GCC创业十二
时辰”，30位大学生作为体验官参加了24小时
的活动，并对方案提出修改意见。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influening people with culture, thus further enhancing the cultural

2020 年 8 月 18-21 日
2020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十周年）高峰论坛在
沪举行。来自全国23个省份、97所高校的64名参
会者和29名志愿者参加了为期四天四夜的峰会活动。

We fundamentally standardized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ptimized and upgraded the Product
Manual of Angel Fund, revised the regulations related to employee management, and optimized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We carried out party building, staff training and collective

2020 年 9 月 30 日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小程序上线

soft power of EFG, increasing the cohesion inside and building brand communication power outside.

2020 年 11 月 14 日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结合天使基金日在2020（第14
届）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举办“GCC十周年
年度创业课堂”主题活动，以“做题家和幻想家”为
主题，吸引了全国各地500余位大学生关注并参与。

team building activiti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quality of employees, improve their
business ability, strengthen the linkage between teams, stimulate their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work
enthusiasm, and create positive energy and good cultural atmosphere within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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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CPC'S ACTIVITIES

2020 年 5 月 26 日上午，为积极开展向杨浦援鄂医疗队员学习活动，号召广大党员深入学习他们的事
迹，鼓舞斗志，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创联公社党建 +、公共实训基地管理服务中心党支部邀请杨浦区援鄂医疗
队成员蔡莹颖同志，在党群服务站为实训基地内的党员上党课，谈其援鄂经历，创业基金会党支部积极组织
全体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全体成员均表示要向英雄们学习，守好岗位、勇于奉献，在当前疫情防控和社
会经济发展中践行初心使命。

2020 年 1 月 10 日，创业基金会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参观陈云纪念馆，通过观看展厅里大量的史料、实
物，真实的呈现抗战历史，让党支部成员时刻铭记，对陈云同志博大而深邃的思想有了全面的了解，对遵义会
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等历史时刻有了新的认识。

2020 年 11 月 4 日，创业基金会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和差额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党支部书记。

2020 年 12 月 7 日下午，创业基金会党支部组织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前往上海国歌展示馆参观，重温
激昂澎湃的《国歌》声音、聆听激动人心的《国歌》故事、沉浸式体悟革命先辈慷慨激昂的奋斗时代。
位于杨浦区荆州路的国歌展示馆，总面积 1500 平方米，分为序厅、国歌诞生厅、国歌纪念厅、国歌震撼
厅、我和国歌厅六个展厅。步入展示馆，创业基金会党支部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沿着历史足迹，认真了解馆中
600 余件文物、文献历史背景，科技交互式体验区全方位、多角度呈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背景、过程、
传承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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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员工是推动创业基金会公益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一年，他们在业务工作中，兢兢业业、锐意进
取、认真负责，充分展现了良好的个人形象和综合素养，为创业基金会各项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秋活动

基金会优秀员工

端
午
节
活
动
集体活动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个税汇算与清缴”培训、员工生日会、中秋茶话会 ...... 在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中，基金会小伙伴们不仅提
升了各自的相关业务水平，还增进彼此的联系与交流，在活动中提升集体凝聚力。

员工生日会

47 / 48

文 化“ 疫 ”起 逆 行
FACE UP TO COVID-19 WITH CULTURE

每日一谈

DAILY TALK

在每天的工作开始之前十分钟，由一位小伙伴分享一个小知识，可以是业务工作，可以是时事热点，亦或
是所见所闻。
贾晨

每月一书

提倡坚持看书，保持阅读的好习惯，并每月由一位小伙伴分享自己看过的一本好书。

创业力评测服务

黄妍妤

尽管我们会在不同场合带上不同的人格面具以适应环境，但修饰并不能取代真实的面貌，真实的内在
特质会永远忠实地左右自己的一言一行。创业力评测以创业力模型为理论基础，通过线上结合线下的评
测方式，对创业者的创业力进行全面评估。线上速答问卷是一套科学的自我评价量表，以预测创业者在创
业上的发展适应性。线下评测以半结构化面谈为主，角色扮演为辅，更深层次地了解创业者的特质。

王丽珏

陈希昱

商人总统的精打细算

2020 年 8 月，随着美国大选进入第一阶段的竞争，由于美国新冠防疫措施的不到位，美国民众对于特朗
普政府存在不满，整个选举形式对于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明显优势。所以在打压中国的道路上，先限制华为，此
刻特朗普政府又把矛头转向了 TIKTOK 这款美国年轻群体中使用率很高的社交媒体软件，被美国政府勒令
在一个月内停止在美业务。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特朗普作为一名企业家出身的总统，从资本的角度来主导的
这场风波。伸出“橄榄枝”的微软，将得到主流软件大数据。同时，已经禁止包括 TIKTOK 的印度市场，也由脸
书 FACEBOOK 的软件接手，在此次事件中，美国企业可谓收获颇丰。

吴乙豪

《牛奶可乐经济学》

书中所讲的生活中的经济学问题是罗伯特 · 弗兰克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在康奈
尔的课堂上通过与学生问答的方式收集整理的。
他所主张的经济学是一门根植于经验和观察的社会科学，而不是以数学为核心的硬科学，并
通过一些解释生活中很常见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书中提取了日常生活经验中 100 多个事例，让读者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工作，并在
不同的环境下巧妙地应用经济学原理，读起来比较轻松有趣，也易于被大众接受，可作为经济学入
门书籍，与此同时，还能体验到作为“经济学家”美妙之处。
本书想呈现的是：“虽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经济学家，但至少，我们可以更积极地去思考，
并把思考用于生活。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博物经济学家。

工作经验分享

1、工作要选择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领域 , 并在工作中寻找乐趣 , 获得成就感。
2、工作要求“回报”。回报并非求名求利，而是寻找工作价值。明白做每件事要带有目的性地找到能
都提升自己的部分。不但对个人能力有帮助，还能对工作带来提升。
3、在每天的工作中找到规律，不断精进。通过经验的积累形成自己独特的工作方式。
4、多倾听，多沟通。换位思考，如果明确不可行，要学会拒绝，保持必要的底线。

MONTHLY BOOK RECOMMENDATION

郑红

《月亮与六便士》

毛姆在小说中深入探讨了生活和艺术两者的矛盾和相互作用。小说所揭示的逃避现实
的主题，与西方许多人的追求相吻合，成为20世纪的流行小说。
毛姆以画家高更为灵感所写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毫无疑问杜撰超过事实。在接
下来的十年里，高更认为他最终能够享受成功的果实，让一家人团圆。对比小说与现实可
以发现，高更对绘画的追求有其因果关系和过程发展，而小说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的出走
则非常突兀和过于激烈，再加上作者利用虚构的情节和叙事手段上的技巧，就塑造了一位
不通人情世故和不食人间烟火的所谓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家。比起高更的出走，主人公思特
里克兰德的出走完全不符合现实的逻辑，对于读者来说更是不可理解。其实这里有更深层
次的原因可以说明毛姆如此写作的目的。即毛姆自我欲望的虚拟满足。
而书名《月亮与六便士》，则源于六便士是当时英国货币的最小单位，有个朋友跟毛
姆开玩笑说，人们在仰望月亮时常常忘了脚下的六便士，毛姆觉得这说法挺有意思，就起
了这个书名，甚是开玩笑的语气。月亮代表高高在上的理想，六便士则是现实的代表，书
名和小说的主题和内容都有所呼应。

碳中和，离我们还有多远？

根据中金公司出具的一份研究报告，未来中国的碳中和变革会重塑中国能源结构，也会对经济产生正
面的影响。报告主要提出了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是光伏装机空间将累计成长 70 倍，年装机量超过 20 倍。而新能源车产值在顶峰期也将较
当前提升 23 倍到 1.2 万亿元 / 年。
第二个观点是技术变革带来的市场份额变化是主线，包括光伏新技术、大尺寸风机和锂电池技术。而
下游应用端新的商业模式可能是下一个投资主题，包括分布式光伏、储能和新能源车智能化。成长赛道中
会出现部分传统产业受益于行业需求的持续增长，而自身存在供给壁垒，因此成为穿越周期、量价双击的
受益者。
第三个观点碳排放减量可能相当于另一次供给侧改革。在基础材料方面，未来可能推出更严格的环保
措施或倒逼落后产能退出。而农业的规模化养殖及高效种植更为顺应碳中和趋势。交通运输领域，碳排放
控制将倒逼企业效率提升和成本控制，长期可能影响行业格局和供需关系。
随着碳中和改革的深入，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也将涌现许多新的创业机会。我们需要更加了解这个赛道
和紧跟行业发展，从而更好的服务创业者。

何维麟

《士兵突击》

《士兵突击》是一本好书。兰小龙用一部的完全没有情爱的小说，打动了很多人，更打动了
我。喜爱那里的每个角色，正因每个人都让我看到自我，看到身边的人。爱那里的每一个角色，
正因每一个角色都给我不一样的感受。
它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入伍后从一个孬兵变成一个兵王的故事。主角许三多是幸运的，他
一路走来遇到了很多帮助他的人，史今，老马两位班长、老乡成才、队长袁朗。可究其根本的是，
他有种“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那是好好活有意义生活的精神，那是认真对待每个人每件事的
“傻子”精神。
也许我们的更多时候还是成才，也许我们在人生路上没有许三多的那么多贵人，还有很
多也许，可是那有什么关联呢，我们能够成为下一个许三多，只要想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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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ye学社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CAMP

FACE UP TO COVID-19 WITH SERVICES

基本介绍

导语

Services

创 ye 学社是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为解决创业核心需求而打造的新时代创业生态圈。学社联合国内资
深投资人及机构、知名企业家、各行业高精尖专业人士等，依托于基金会 3100 余个资助项目及百余位创业导师，
通过共享智库打造基金会投后服务新模式。

精彩展示

创 业 基 金会一直以来都在探索新的方 式，希望除了给予创业者“天使基金”资助以外，还能对资 助 后
的 企 业 提 供 更好的创业服务，不断为创业者赋能，陪伴他们成长。
创 ye 学 社于 2019 年下半年正式成立，旨在通过多元化的创业活动为资助后的创业者提供一个 交
流 和 学 习 的 平台。学社成立至今，已成功开展了“创业急速赛道”、
“创业公开课”、
“创业国学行”、
“周 六
扒 早 期 ”、
“ 创业工作坊”、
“创业 1 对 1”服务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共服务创业者 40 6 余人。面
对 突 如 其 来 的疫情，积极寻求突破，
“疫起”逆行，录制线上创业课程及邀请优秀创业者线上分享创 业 故
事 ，受 众 达 5 0 00 余人。

线上微课

创分享

创业工作坊

创业 1 对 1

国学行

与上海觉群文教基金会联合线下培训

自 2 0 1 9 年 5 月 1 日起，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 5 号楼由创业基金会整体运营服务 ，专
为 符 合 条 件“ 天使基金”资助企业入驻，更提供创业指导、创业扶持、融资对接、管理咨询等公益服务。
EFG has been exploring new ways of operation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better
entrepreneurial services for the funded enterprises in addition to "Angel Fund"
f u n d i n g , c ons t ant ly empow eri ng en tr epr en eu r s, a n d gr owin g with th em .
Entrepreneurship Society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19, aiming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communication and study among the
funded entrepreneurs through divers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Society ha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with
rich contents and various forms, such as "Quick Entrepreneurship Track",
"Entrepreneurship Open Class", "Entrepreneurship Chinese Culture Tour",
"Saturday Party for Early-Stage Investment", "Entrepreneurship Workshop" and
"Entrepreneurship 1-to-1", serving more than 406 entrepreneurs. In the face of
the sudden onslaught of the pandemic, we take active measures to seek
breakthroughs. For example, we recorded online entrepreneurship courses and
invited outstanding entrepreneurs to share entrepreneurship stories online,
att r ac t i n g more t han 5,000 audi en ces.
Starting from May 1, 2019, Building 5 of China (Shanghai) Entrepreneurs
Public Training Base has been fully operated by EFG, in particular for the
settlement of qualified "Angel Fund" funded enterprises,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entrepreneurial guidance and support, financing connection, management
c o n s u l t i n g and ot her publi c welfa r e ser 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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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CAMP

基本介绍

活动展示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创业基金会全权负责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 5 号楼的整体运营服务工作，
该工作由天使伙伴部的孵化服务中心具体负责。用于孵化创业基金会“天使基金”资助项目，雏鹰计划、雄鹰计划

2020 年，共计在 5 号楼开展 22 场创业服务相关活动，参与人次 1015 人。

所资助创业项目均可申请入驻。
5 号楼面积近 8000 平米，为创业者提供独立办公空间及开放式联合办公空间，并提供各类创业服务。截至
2020 年 12 月 15 日，5 号楼创业企业新增入驻 13 家，新增退出 3 家，现入驻 18 家，当年累计入驻 21 家。

六楼改造
5 号楼六楼改造方案于 2020 年 1 月落定，由于疫情原因，改造工作于 2020 年 8 月正式启动，8 月完成大
部分拆除工作，9 月 -10 月进行内部装修工作，于 2020 年 11 月完成验收工作。
改造后，原有偏大的办公室格局改成若干小面积独立办公空间及联合办公区域，更符合资助企业的早期初创
团队规模。同时增设了直饮水、公共 WIFI 和会议室等设施设备，进一步满足了企业入驻后的实际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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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题
创ye学社——工作坊

活动时间

活动人数

2020.5.28

15

2020.6.5-2020.6.7

42

培训讲座

2020.6.10

24

税务培训

2020.6.23

32

创业学社—工作坊

2020.6.30

12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训

2020.7.20

50

项目路演精选集

2020.7.31

50

GCC十周年峰会

2020.8.18-2020.8.21

100

2020.8.24

15

2020.9.2

30

创业谷培训

扶持政策讲解
投融资路演闭门会
第六届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海赛区）
职教赛道金奖训练营暨EFG创业训练营

SHANGHAI ENTREPRENEURSHIP ASSESSMENT CENTRE

以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创始人：罗锋

2018年获EFG复旦基金资助

以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 日正式入驻实
训基地 5 号楼 803-05 室。
AR 施工助手——基于 AR+BIM 的建筑施工现场验收辅助工
具，以见科技专注研究与开发增强现实技术在 AEC（建筑、工程
和施工产业）行业的解决方案，助力建筑产业升级，提高设计决
策效率、降低施工运维成本。
公司具有 AR 定位算法、图形图像算法、BIM 与 IoT 二次开
发等多项领先技术与知识产权，与微软 AI&IoT 实验室、复旦大
学等知名研发中心与院校合作，探索深度学习、物联网、5G 等多
项高新技术，使智慧创意润泽建筑与智慧城市。

2020.9.4-9.6

50

2020年《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宣贯暨《条例》
知识竞赛杨浦区专场

2020.9.8

120

消防安全知识宣讲

2020.9.16

15

延吉杯创业大赛初赛

2020.9.27

30

研究生双创计划-商业模式课程培训

2020.10.17

70

“职青春，乐未来”五角场街道专场招聘会

2020.10.30

80

“宝山杯”大赛创业谷培训

2020.10.31

80

2020.11.6-11.8

60

2020年上海市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申报动员培训会

2020.11.18

60

2020年“科创投”杯海聚英才创业大赛杨浦区分赛

2020.11.24

50

2020.12.19-12.20

40

MTP管理技能培训

精选入驻企业展示

上海吉舍云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治方

2020年获EFG闵行基金资助

上海吉舍云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入
驻实训基地 5 号楼 9 楼。
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5 月，主要从事家装在线设计与清单报
价软件的研发工作，并针对于家装的设计、施工、材料等各个环
节提供全流程精准控制的 ERP 管理系统，为客户提供家装的标准
监管服务。
2019 年 8 月在线设计与报价软件平台“吉舍云装修”上线

TTT培训

运营，成为目前国内唯一家装精准造价清单与在线设计平台，被
称为设计师版的“京东”及家装领域的“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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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Memorabilia

创业基金会2020年度大事记
EFG’s Chronicle of Events in 2020

2020年1月9日至10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2019年度分会工作总结会议，
总结2019年度各分会的工作成果，表彰2019年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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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优秀分会及先进工作者。创业基金会连续三年项
目资助数超过300个，连续两年完成挑战目标360
个，2019年度项目资助总金额突破一亿元，2020将
继续围绕“天使基金”核心工作，携手分会，再创佳绩。
January 9-10, 2020
EFG held its 2019 chapters work summary conference, which

projects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In 2019, the total project funding

summarized the achievements of all its branches and commended

exceeded RMB100mn. In 2020, EFG will continue to work on the key

annual extraordinary chapters, excellent chapters and advanced

tasks of Angel Fund and join hands with its chapters to achieve better

workers. EFG have funded more than 300 projects annually for three

results.

consecutive years, and achieved the annual challenging target of 360

2020年2月中旬
创业基金会推出一系列“天使基金”阶段性措
施，助力企业抗疫：“天使基金”资助对象从原来的
“注册时间不超过三年”放宽为“注册时间不超过五
年”；“雏鹰计划”资助期内的创业者可推迟两个月
还款且不记入个人征信逾期；创业项目通过集中复审
后至签订资助协议的有效期限由原来的半年延长为一

Mid - February, 2020
EFG launched a series of phased Angel Fund measures to help
enterprises fight COVID-19: the operating period restriction on the
Angel Fund funded objects was eased from "incorporated for no
more than three years" to "incorporated for no more than five years";
entrepreneurs within the funding period of the "Eyas Program" could
postpone the repayment deadline by two months without being
recorded in the personal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 the validity period
of entrepreneurial projects from centralized review to the signing of

年；入驻公共创业者实训基地五号楼的“天使基金”

funding agreement was extended from half a year to one year; the

资助企业予以免除2020年2月和3月服务费。

Angel Fund funded enterprises settled in Building 5 of the Public
Entrepreneur Training Base would be exempted from the service fee
for February and March of 2020.

2020年3月4日

大事记

影响力传播

MEMORABILIA

PROMOTION

杨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程绣明、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区人社局局长李金刚等一行赴5号楼调
研。创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汇报了5号楼运营管理及
楼内天使基金资助企业入驻情况，陪同重点走访了
上海点对点科技有限公司等大学生创业企业。
March 4, 2020
Cheng Xiuming, member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Yangpu
District CPC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mad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Building 5

and Li Jinga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of

and the settlement of the Angel Fund funded enterprises in the

Yangpu District CPC Committee and director of the Human

building, and accompanied the delegation to visit Shanghai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of the District, among others,

Dianduidian Technology Co., Ltd. and other start-ups founded by

visited Building 5 for investigation. The relevant principal of EFG,

college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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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4日
根据市政府办公厅文件“关于做好2020年上海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创业基金会
新增两项帮助创业企业抗疫的措施：“雏鹰计划”新

March 14, 2020
Pursuant to the Notice on Opinions on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Shanghai in 2020 issued b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EFG took two new measures to
help start-ups fight COVID-19: postponing the first repayment date

2020年4月9日
由市教委指导、创业基金会组织、上海市各高校
及科研院所共同参与的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
养计划在已连续举办七年基础上，以线上方式启动，

by three months for entrepreneurs newly funded by Eyas Program;

创业基金会为此专门研发了可供学员和组织者使用的

“天使基金”申请对象提供创业培训、项目跟踪辅导

providing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project tracking guidance and

线上报名及管理小程序。

等创业服务，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other entrepreneurial services to the Angel Fund applicants with

资助创业者首期还款日顺延3个月；向具备创业基础的

April 09, 2020
Guided by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organized by
EFG, and involving the efforts of colleges,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in Shanghai, the Shanghai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which had been
held offline for seven (7) consecutive years, was launched online.
For this purpose, EFG developed an online reg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applet for students and organizations.

entrepreneurial foundation until December 31, 2020.

2020年4月28日
2020 年 3 月 21 日

团市委副书记戴冰、学校工作部副部长韩晗等来
March 21, 2020

创业基金会调研。创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汇报了基金

Due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GCC entrepreneurship class for the

至线上进行。线上创业课堂以“疫情影响下的大学生自

会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工作成果，双方就“挑战杯”

first half of the year was transferred from offline to online. Themed

我提升”为主题，邀请各行业资深嘉宾，为同学们进行分

"self-improv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的合作事宜进行了讨论交流并达成合作共识。

享，期间共有 155 所院校同学参与在线课程，进一步扩

COVID-19", the online entrepreneurship class invited senior guests

因疫情影响，上半年度的 GCC 创业课堂从线下转

大了 GCC 的影响力。

创业基金会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第九次
会议。市科委、市教委、市财政局等单位理事及监事通过
通 讯 方 式 听 取 了 报 告。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创 业 基 金 会
2019 年度审计报告和 2020 年度工作计划预算 ; 审议

March 25, 2020
EFG held the ninth meeting of its third board of directors by means of

2020年4月30日

achievements of EFG. The two sides conducted discussion and

April 30, 2020
Li Changzhi, Chairman of yiban.cn, and his party, visited EFG for

流。创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基金会的发展历程

communication. The relevant person in charge of EFG introduced

及取得的工作成果，双方就如何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创
业者线上项目申请、初审合作进行了讨论交流。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work achievements of EFG, and the
two sides conducted discussion and communication over the
cooperation on the online submission of applications for project
approval by nationwide entrepreneurs and the preliminary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The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of the Municipal

such application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the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and the Municipal Finance Bureau listened to the report
by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e meeting deliberated and approved

2020年5月初

肯定了创业基金会 2019 年在天使基金资助、创业周中

本市推出“关于实施上海高校毕业生‘闯上海 创

国站活动、创业教育培训等各方面工作取得新突破和新

outbreak of COVID-19. The meeting fully affirmed EFG's new

未来’行动计划”，创业基金会继续加大对高校毕业生

breakthroughs and achievements in 2019, including the funding
activities of Angel Fund, the event of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rograms, etc.

培训的形式开展，在3月28日到29日连续两天的培训

charge of EFG reporte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work

易班网董事长李长治一行来创业基金会访问交

EFG as well as phased measures to be taken by EFG during the

2020年第一期创业谷（大健康专场）以线上视频

among others, visited EFG for investigation. The relevant person in

online class was attended by a total of 155 college students, further

the 2019 annual audit report and 2020 annual work plan budget of

2020年3月28日至3月29日

and Han Ha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chool Affairs Department,

reached a consensus in this regard.

通过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实行阶段性举措；会议充分

成绩，并对帮助企业抗疫提出了要求和目标。

Dai Bing, deputy secretary of Shanghai Municipal CCYL Committee,

communication over the cooperation on “Challenge Cup” and

from various sectors to share their views with the students. The
expanding the influence of GCC.

2020 年 3 月 25 日

April 28, 2020

March 28-29, 2020
The first phase of 2020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big health session)
was carried out in the form of online video training from March 28 to
March 29, four industry experts and investors were invited to share

创业企业扶持力度，对省部级以上创业大赛获奖项目，

Early May 2020
According to the "venture in Shanghai for the future" action plan for
Shanghai college graduates, EFG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ts support
for start-ups founded by college graduates, including granting the “Eyas
Program” through train subsidy to projects that have won the

给予“雏鹰计划”直通车资助。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s at the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level or

2020年5月20日

May 20, 2020

市科委资管处俞清处长一行赴创业基金会调研。
创业基金会负责人汇报了在疫情期间助力企业抗疫的举
措及实施情况。市科委对创业基金会协助企业抗疫所作

above.

Yu Qing, director of the Asset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and his party, visited EFG for
investigation. The principal of EFG reported the measures taken by
EFG to help enterprises fight COVID-19 and the implementation

the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the field of big

的努力表示肯定，并对“天使基金”未来工作开展提出

创业干货， 40余名学员参与了线上课程，学习交流在

health, and more than 40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online course

了要求和建议。

特殊形势下大健康领域的挑战与机遇。

to learn and exchange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the field of

fight COVID-19, and put forward requirements and suggestions for

big health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e future work of Angel Fund.

中，

4位行业专家和投资人受邀分享了大健康领域的

results of such measures.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affirmed the efforts made by EFG to help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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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6 日
创业基金会党支部参加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创联
公社党支部组织的“援鄂医疗队员上党课”活动。年初赴

May 26, 2020
EFG’ s Party Branch participated in the "party class for medical
team members aiding Hubei Province" organized by the Party
Branch of the United Entrepreneurship Commune of the Public

2020 年 6 月 23 日
创业基金会联合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杨浦区税务
局“纳税人学堂”，组织专题培训，为入驻 5 号楼创业企

湖北武汉金银潭医院参加抗疫医疗救助的医生党员现

Training Base for Entrepreneurs. Party member doctors who

业和基金会员工讲解所得税清算知识和操作实务，帮助

场分享了疫情期间的亲身经历和感人故事。党员们深受

provided anti-epidemic medical assistance in Jinyintan Hospital

培训参会者更深入理解和认识相关税务概念，按时有效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in early 2020 shared their personal

办理年度所得税申报手续。

鼓舞，决心以先进医务工作者为榜样，不忘初心，为党和
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

experience and touching stories that happened during the
pandemic period. Deeply inspired, the party members were
determined to learn from advanced medical workers, remain true
to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work hard for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for life.

June 23, 2020
EFG worked with the "Taxpayer School" founded by Yangpu District
Tax Service of Shanghai, Stat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to organize

further understand and learn the relevant tax concepts and

special training, explaining the income tax clearing knowledge and

complete the annual income tax declaration procedures in a timely

operation practice for the employees of the enterprises settled in

and effective manner.

Building 5 of the Training Base and EFG, helping the participants

2020 年 5 月 28 日
随着疫情有效控制，线下创业活动有序恢复。“创
ye 学社工作坊”线下活动启动，邀请了 5 位指导专家、
2 位引导教练，24 位创业者参与。
“创 ye 学社工作坊”

May 28, 2020
With the effective containment of COVID-19, the offlin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have been restored in an orderly
manner. The "Entrepreneurial Society Workshop" event was
launched offline and attended by 5 experts, 2 coaches and 24

2020 年 7 月 15 日至 16 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 2020 年半度分会工作会议，总
结 2020 上半年各项工作完成情况，对于预警案例、创

旨在通过探索新的方式，为创业者做好资助后服务，陪

entrepreneurs. "Entrepreneurial Society Workshop" is aimed to

业教育、创业者资助后服务等方面工作展开分析。会议

伴创业者一起成长。

explore new approaches to providing post-subsidy services for

提出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创业带动就业，将天使基

entrepreneurs and to grow with them all together.

金与市级各创业大赛进行深度合作，加强工作联动、齐
心协力，冲刺年度挑战目标。
July 15-16, 2020

2020年6月4日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区税务局副局长张飚、办公
室主任张燕等一行来访创业基金会，创业基金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了近期工作情况。杨浦税务局领导希望与创业

June 04, 2020
Zhang Biao, deputy director, and Zhang Yan, office director of
District Tax Service of Shanghai, Stat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ir party, visited EFG for investigation. The relevant person in
charge of EFG mad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cent work of EFG.

基金会在各项公益业务方面更深入合作，通过创业基金

Leaders of Yangpu District Tax Service hope to further cooperate

会资助后服务工作，面向初创企业，宣传各类基础税务

with EFG in various public welfare affairs, and to publicize the basic

政策。

tax policies to start-ups through EFG’ s post-subsidy services.

EFG held its 2020 semi-annual chapter work conference, which
summarized the work performa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0 and

employment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deeply integrate Angel

analyzed the warning case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Fund with municipal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s, strengthen

post-subsidy services for entrepreneurs. The conference pointed

work interconnection and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achieve the

out that EFG shoul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state call, promote

annual target.

2020 年 7 月 27 日
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刘光顺、国际交流合作
处副处长韩彦等一行来创业基金会调研。创业基金会负
责人介绍了基金会在公益资助大学生青年创新创业、助

2020年6月11日
“创ye学社”应对新冠疫情，开设了“线上微
课”与“创业者分享”两个线上新栏目，上半年共举办
“线上微课”9期，收听量达2500余人次。“创业者分
享”举办4期，互动人次达1200有余。此外“创ye学
社”携手西部区域，与新疆克拉玛依大学城联动，打
破地域限制，为新疆同学们分享了上海最新的创新创
业动态。

June 11, 2020
In response to COVID-19, the “Entrepreneurial Society

力创业企业抗击疫情的情况。刘光顺副主任对此表示充
分肯定，双方就创业基金会支持 2020 年 10 月由上海

Workshop” has opened two online new columns, namely, “online

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主办的“上海设计双年展”及对外交

micro-class” and “entrepreneur sharing” .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0,

流事务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达成一致意见。

nine issues of “online micro-class” were delivered, attracting
more than 2,500 audiences; and four issues of “entrepreneur

July 27, 2020

sharing” were launched, with more than 1,200 interactions. In the

Liu Guangshun, deputy director of Shanghai Science and

meantime, “Entrepreneurial Society Workshop” has joined hands

Technology Exchange Center, and Han Ya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nd helping start-ups fight COVID-19. Deputy director Liu

with Karamay University Town in West China, breaking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Department, and their

Guangshun fully affirmed these achievements. The two sides

geographical limitation and introducing the latest innovation and

party, visited EFG for investigation.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EFG

reached a consensus over EFG’ s support for the "Shanghai

introduced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EFG in funding college

Design Biennial Exhibition" sponsored by Shanghai Science and

graduates for making innovations and building their own businesses,

Technology Exchange Center in October 2020 and for in-depth

entrepreneurship trends in Shanghai to the students in Xinjiang.

cooperation in foreign exchange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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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4日至6日

2020年8月18日至21日
“第十届”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高峰论坛在EFG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大楼举办。本届峰会共邀请了40位嘉宾、近百名来自

（上海赛区）职教赛道暨第八届上海高职高专大学生创

各地高校创业社团负责人参与，峰会设置了“创业十二

新创业大赛金奖训练营暨EFG创业训练营在五号楼举

时辰”、“00后夜生活集市”、“创业板”、“重燃

行。市教委高教处副处长赵坚、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

2020——城市挑战”等原创活动环节，从内容建设和情
感交流两方面提高GCC的组织粘性和成员使命感。论坛

学校党委副书记顾凯、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常务副校

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网络媒体等多平台进行宣传

长韩芳、市就促中心创业指导处副处长陈哲炜等领导及
创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出席，金奖选手以及团队成员们

报道且进行活动全程直播，共获得240余万人关注。
August 18-21, 2020

"Reigniting 2020 - Urban Challenges", in the hope of improving GCC’ s

The 10th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ampus Center Summit

organizational coherence and members' sense of mission from the

Forum was held in EFG Building. Attended by 40 guests and nearly 100

perspective of content construction and emotional exchange. The forum

leaders of entrepreneurship associations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sed multiple platforms such as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ik Tok and

this Forum launched such original events as "Twelve Hours of
Entrepreneurship", "Night Life Fair for the post-00s", "GEM" and

围绕创业，结合本次大赛参与培训受益匪浅。
September 4-6, 2020

secretary of the Party committee of Shanghai Publishing and

The Sixth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net Plus" College Student Innovation

Printing College, Han Fang,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Shanghai

online media to publicize, report and live broadcast the events, and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Shanghai Division) Vocational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Chen Zhewei,

attracted more than 2.40mn followers.

E d u c a t i o n Tr a c k & t h e G o l d Aw a r d Tr a i n i n g C a m p & E F 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Department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Camp of the Eighth Shanghai Vocational and

Municipal Center for Promoting Employment, among other leaders,

College Stud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were

and relevant persons in charge of EFG attended the training camp.

held in Building 5. Zhao Jia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Gold medal winners and team members benefited a lot from this

Department of the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Gu Kai, deputy

competition and the training.

2020 年 8 月 26 日
创业基金会成立 14 周年之际，邀请入驻实训基地
五号楼的天使基金资助企业参与交流会，创业基金会全
体员工共同回顾了基金会成立 14 年来的点滴并提出未
来工作方向，各部门的新员工代表畅谈了自己在工作中

2020年9月25日

的感想，GCC 组委会精心制作的视频给创业基金会送

创业基金会邀请入驻大楼企业参与中秋联谊茶话

上了生日祝福。创业基金会全体员工与天使基金入驻企

会，大楼孵化服务中心介绍了大楼运营管理各项工

业代表一同观看了创业基金会 14 年历程短视频及爱国

作，听取了各企业的意见和建议，表示大楼服务将更

主义影片。

贴近企业需求，力求服务尽善尽优，项目部和天使伙

August 26, 2020

forward the future work direction, representatives of new employees

On the 14th anniversary of EFG, the enterprises settled in Building 5

from various departments talked about their feelings in work, and

伴部也向各企业介绍了资助后服务相关产品和入驻服

of the Training Base funded by the Angel Fund were invited to

GCC Organizing Committee's elaborate video sent birthday wishes to
EFG. All EFG employees, together 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ngel

务项目，入驻企业代表分别介绍了各自企业的发展状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meeting where all EFG employees
reviewed the the evolution of EFG over the past 14 years and put

Fund funded enterprises, watched the short video embodying the
14-year history of EFG as well as a patriotic film.

2020 年 9 月 3 日
“创 ye 学社”推出的线下活动“扒早期融资路演活
动”举行，本次路演活动以闭门交流形式进行，邀请了沪
上 30 多家投资机构的创始人、合伙人、4 家银行合作机
构以及分会创业导师代表共计 40 余人参与。各分会推

况和未来计划，会后大楼孵化服务中心走访慰问了入
驻企业。
September 25, 2020

Department also introduced the post-funding service related

EFG invited the settled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id-Autumn

products and settlement services to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Festival Tea Party where the Incubation Service Center of the building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ettled enterprises introduced their respective

September 03, 2020

mad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building,

development status and future plans. After the end of the meeting,

The offline event "Party for Early-Stage Investment Financing

listened to th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Incubation Service Center of the building paid a visit to the

Roadshow" launched by "Entrepreneurship Society" was held in the

promised that the building would provide services that better serve the

settled enterprises.

form of closed door communication, which were attended by more

needs of enterprises, the Project Department and Angel Partner

than 40 people, including founders and partners of over 30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in Shanghai, representatives of four bank

荐的 8 个来自不同行业的优质项目现场进行了路演展

cooperation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tutor representatives

示，并与投资人进行了近距离交流。

from EFG chapters. Eight high-quality project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recommended by the chapters presented on-site roadshows and
conducted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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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P P E N D I X

2020年12月7日

2020 年 11 月 13 日至 11 月 18 日

December 07, 2020
The Party Branch of EFG visited Shanghai National Anthem

创业基金会主办的 2020（第 14 届）创业周暨全

创业基金会党支部前往上海国歌展示馆参观，重

球创业周中国站活动在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举行。上海市

温激昂澎湃的《国歌》声音、聆听激动人心的《国

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全球创业网络主席乔纳森 · 奥

歌》故事、沉浸式体悟革命先辈慷慨激昂的奋斗时

尔特曼（Jonathan Ortmans）、上海市政府各部门有关

代。大家沿着历史足迹，认真了解馆中600余件文

负责人、创业基金会理事、监事和创业投资界嘉宾通过

物、文献历史背景，通过科技交互式体验区，全方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ore than 600 cultural relics and

视频或线下等方式参与和出席了开幕式。本届创业周为

位、多角度了解《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背景、过

documents in the museum. A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active

程、传承与影响。

experience area, we got an all-round and multi-dimensional

期 6 天，设立 6 大主题日，聚焦 9 大行业领域，克服疫
情困难，线上线下共有 131 万人次参会，其中包括约
11600 名创业者和 1700 多位投资人。开幕式上，“飒
智智能”、
“易校信息”、
“源犀信息”等“天使基金”资助期

of the birth of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distinctive theme, focusing on nine major industries. Overcoming
the difficulties brought about by COVID-19, a total of 1.31mn

张建政作为获奖代表发言。11 月 14 日为天使基金主

市学生事务中心副主任王涛、创新创业服务部部长

题日，创业基金会通过周六扒早期、GCC 十周年年度创

opening ceremony, 10 outstanding start-ups funded by Angel

姚栋华等一行赴创业基金会调研走访。创业基金会相关

Fund such as Sage Intelligent System, Yixiao Information and
Yuanxi Information won the Eyas Award. Zhang Jianzheng,
founder of Sage Intelligent System, delivered a speech as the

2020 年 12 月 17 日

负责人介绍了基金会在公益资助大学生青年创新创业
各项工作，特别是帮助创业企业抗击疫情落实的阶段性

representative of award winners. November 14 is the theme day

措施。王涛副主任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双方就未来在全

November 13-18, 2020

of Angel Fund. The foundation provides a full range of

市高校、中职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与培养工作等方面达

The event of 2020 (14th)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s for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their

成合作意向。

sponsored by EFG was held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ashion

early stage of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such public welfare theme

Center. Chen Mingbo,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of Shanghai

activities as "Saturday Party for Early-Stage Investment", "GCC

municipal government, Jonathan Ortmans, chairman of Google for

10th Anniversary Annual Entrepreneurship Class", and "2020

Entrepreneurs, relevant head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of Shanghai

Entrepreneurs Soulmate: The Sixth Session of Entrepreneurship

municipal government,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of EFG, and guests

Data Research Report".

from the venture capital circle participated in and attended the

2020 年 11 月 26 日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朱红一行来访创业
基金会，双方就“天使基金”面向团员青年，支持开展创
新创业实践开展探讨，双方交流各自在创新创业教育研
究领域的经验并期待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November 26, 2020
Zhu Hong, vice president of Shanghai Youth Administrative Cadres
College, and her party visited EFG. The two sides discussed the
possibility of Angel Fund suppor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Walking along the historical footprints, we carefully looked th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background, process, inheritance and influence

about 11,600 entrepreneurs and more than 1,700 investors. At the

的创业服务。

in the passionate struggle era of the revolutionary ancestors.

Entrepreneurship Week event lasted for six days, each with a

people attended the meeting either online or offline, including

等公益主题活动，为创业初期的小微企业提供了全方位

listen to the exciting story of the national anthem, and get immersed

opening ceremony through video or offline channels. This

中的 10 家优秀创业企业获得雏鹰奖，飒智智能创始人

业课堂、《2020“创新之路”第六季创业数据研究发布》

Exhibition Hall to review the surging voice of the national anthem,

December 17, 2020
Wang Tao, deputy director of the Municipal Student Affairs Center,
and Yao Donghua, director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 Department, among others, visited EFG. The relevant
person in charge of EFG introduced the various efforts made by EFG
in supporting colleg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especially the phased measures aimed to help start-ups
fight COVID-19. Deputy director Wang Tao fully affirmed the work of

2020 年 12 月 25 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市科
委、市教委、市财政局等单位理事及监事出席会议，市科
委副主任谢文澜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 2020（第
14 届）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活动的报告，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创业基金会管理公共实训基地
五 号 楼 的 报 告 等 事 项。会 议 充 分 肯 定 了 创 业 基 金 会
2020 年全年开展的创业倡导、创业教育和创业资助等

practice of Youth League members, exchanged mutual experience in

多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突发情况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ield

下，及时推出延迟还款、扩大资助范围等助天使基金资

and looked forward to cooperation for common development.

助企业抗疫的一系列有力举措；同时要求基金会持续
拓展创业资源平台建设，加强对留学回沪创业大学生资
助力度等工作，进一步提升自身规范、有效运作水平，实
现可持续发展。

EFG, and the two sides reached a cooperation intention on futur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the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throughout
the city.

December 25, 2020
EFG held the tenth session of its third council.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of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and Municipal Finance Bureau
attended the meeting, and Xie Wenlan, vice director of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presided over the meeting.
The meeting delivered the report on the 2020 (14th)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and deliberated and approved the
2020 management report and other issues related to Building 5
of 2020 EFG Public Training Base. The meeting fully affirmed the
achievements made by EFG in 2020, including in respect of
entrepreneurship advocacy, education and funding, and in
particular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taken by EFG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such as postponing repayment deadline,
expanding the scope of funding and other measures aimed to
help Angel Fund support enterprises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In the meantime, the meeting required EFG to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s platform,
increase the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turned overseas students,
further improve its standard and effective operation level,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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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传播
Promotion

【自媒体】 WE MEDIA

【公益广告】

PUBLIC SERVICE ADVERTISING

创业基金会微信公众号

19万

7万+

微信粉丝数

266万

54万+
微信阅读量

官网浏览量

3000个

微博粉丝

分众屏幕

7条线地铁

9万+

6个

第三方平台
累积阅读量

户外大屏幕

大屏幕

29天
播放公益广告

119篇
品牌传播
重点策划

【媒体报道】

150家
参与报道媒体

MEDIA COVERAGE

合作媒体

16家

新媒体发布

主流报纸

网络媒体

NEWS TOPICS

35家

79家

54家

【新闻专题】

430+篇
发布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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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会计报告摘要

财务报告

资产

年初数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2019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单位：元
年初数

流动负债

166137.27

21199.10

其中：货币资金 1106791741.46 1084705160.00

长期负债

943869.40

950159.51

长期投资

57061789.32

53170250.42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6113385.05

4799630.97

1110006.67

负债合计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受 托 代 理 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净资产合计

1156503658.60 1151557707.13
152914177.98

业务范围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项

目

一、本年收入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

登记证号

53310000501780068P

其中：捐赠收入

募集、管理基金，资助大学生科技创业项目、组织创业教育、创业联盟、公益宣传

政府补助收入

2006年 8 月 15日
倪奕松

投资收益

住
所
联系电话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原始基金数额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2000万

上海市杨浦区国定东路200号5号楼3楼
021 - 5523 1818
网址

邮政编码

200433
www.stefg.org

单位：元
非限定性

限定性

18266306.95

3050000.00

21316306.95

32500.00

1050000.00

10825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4229899.60

20413740.38

（一）业务活动成本

17970260.66

0.00

17970260.66

2439770.68

0.00

2439770.68

二、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四）其他费用

3709.04

1．接受捐赠、提供资助

性净资产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
单位：元
合计

非现金折合

1082500.00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其中：开展募捐活动取得的收入
二、本年度用于公益资助项目的支出

1082500.00

0.00

0.00

0.00

118509901.36

0.00

118509901.36

2．公益支出

单位：元
项

金额

目

上年末基金余额

1309417836.58

本年度总支出

120953381.0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18509901.36

管理费用

2439770.68

其他支出

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的比例）

9.05%（9.19%）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2.02%

4229899.60

0.00

0.00

现金

0.00

20413740.38

（三）筹资费用

目

合计

二、本年费用
（二）管理费用

项

158762696.02

1309417836.58 1310320403.15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2019年）

基金会名称

971358.61

1310527843.25 1311291761.76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310527843.25 1311291761.76

资产总计

一、基本信息

期末数

1247352668.88 1253321880.37

流动资产

Financial Report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2019年）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
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0.00

0.00
3709.04

7995951.47

-7995951.47

0.00

5848518.04

-4945951.47

902566.57

四、审计报告结论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审计报告结论：
我们认为，大学生基金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大学生基金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度的业务活动
成果和现金流量。
审计机构：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年3月27日

五、监事意见
审计报告客观、真实反映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2019年度的财务状况，符合有关规定，同意审计报告结论。
2019年，创业基金会修订了《基金管理办法》，提高项目资助额度，继续加强创业项目资助工作，实现项目资助数量和
金额再次同创新高，创业周中国站活动影响力持续扩大，积极探索创业教育培训服务工作微创新，顺利接手运营管理实训基
地五号楼；基金会工作团队有效充实，基金会资产管理稳健规范，财务管理严格依法合规，按民政部门要求进行信息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鼓励更多青年大学生投身创新创业实践。

监事：俞清、郑益慧、陆海艇
2020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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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计划
雄鹰计划
是指创业基金会委托金融机构向创业者

是指创业基金会委托孵化机构投资入

发放免息免抵押小额信用创业贷款的资

股创业企业且不享受股东收益的资助

助模式，适用各类创业项目。资助金额最

模式，适用科技创新性强的创业项目。资

高不超过 50 万元，资助期 3 年，创业者

助 金 额 最 高 不 超 过 80 万 元，资 助 期 3
年，孵化机构代持股权不参与分红，资助期

按 36 个月等额本金还款。

满原价退出。

毕业八年内的毕业生
（含本科、专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归国留学生）；
或高校本科四年级以上在读学生
（含本科四年级、专科三年级、在读硕士研究生、在读博士研
究生）。

资助
获得

的必要条件是什
么？

1.申请人具有中国国籍；
2.申请人需是创业企业自然人大股东，且担任法定代表
人；
3.企业需注册在上海，且注册时间不超过三年；
4.申请人需全职投身创业;
5.雄鹰计划资助企业的自筹资金需高于基金会出资部
分，出资须以货币形式。

详情见创业基金会官网：
www.stefg.org

联系
我们

可

相关
享哪 些

创业服务？

1.“微贷通”科技金融服务站：为天使基金资助后的科技型小微企业
提供“微贷通”科技信贷产品服务，更好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2. 税立方服务站：创业基金会已与杨浦区税务局签订项目服务备忘
录，创业者可在服务站了解更多创业相关的税收政策和专家答疑。
3. 全球创业周：天使基金资助后企业（无退出预警）可免费参展全
球创业周，获得更多线下路演、创业者交流、与投资人对接及融资以
及媒体宣传报道的机会。
4. 创 ye 学社：为天使基金投后企业解决创业核心需求而打造的新时
代创业生态圈。创业者可以加入一个提供交流和学习的投后服务平台。
5. 入驻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 5 号楼 ： 最多三年的办公
场地，更有机会获得创业指导、创业扶持、融资对接、管理咨询、法
律援助等公益服务，获得全要素、立体化、一站式创业服务。

021-5523 8582（沈老师）
fund@stefg.org

2020年全球创业周中国站合影
创业基金会官方微信

在线申请天使基金

……………………
招募合作方与相关培训导师

联系人：吴老师

联系电话：021-55238553

联系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 021-55238582

联系人：邓老师

联系电话：021-55238502

联系人：戚老师

联系电话：021-55238269

……………………………………………………………………………………………

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
招募相关培训导师

……………………………………………………………………………………………

评审专家库
招募专注于早期创业项目投资的评审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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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箱：qyk@stefg.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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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驻中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5号楼
招募“天使基金”资助企业入驻，EFG为已资助的“天使基金”企业提供全要素、立体化、一站式创业服
务平台。包括：低成本办公场地、共享会议室、活动场地；免费企业注册；知识产权及商标代理；
代理记账、法务咨询；政策代理申报及投融资等。
联系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021-55236872 邮箱：shenb@stefg.org ｜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21-55231026 邮箱：cxy@stefg.org

…………………………………………………………………………………………………………………………………………………………

…………………

…………………………………………………………………………………………………………………………………………………………

创业谷EFG创业训练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