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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什么业？ 

• 创业一定要融资？ 

• 期权是否能换来满意团队?  

• 经验帮助创业？ 

• 社会资本促进创业？ 

• 市场行为的陷阱 

• 大市场的迷惑 

• 初创企业成长性评估工具 

• 项目组成员 

• Q&A 

 



谁在创业 

＊ 总样本数为1664，缺失15个 

女性创业者的比例受创业大环境影响显著 

女性 

 

 

男性 



他们来自哪里？ 

＊ 总样本数为1664，缺失16个 

上海 38% 
 
远大于来上海
发展的大学生
中本地学生的
比例，侧面反
映创业和个人
社会关系有着
一定相互影响 



＊ 统计样本数为 1664，缺失167 

毕业学校？ 

985高校    41% 
 
211高校    23% 
 
其他高校   36% 



＊ 总样本数为1664，缺失25个 

专业教育背景 

在上海创业的大学生
所学专业前5 
 
经济管理            31% 
人文科学            20% 
机械工程            14% 
信息与计算机   11% 
电子与通信        7% 
 
 



在什么领域创业 

＊ 样本数为464 

学历 数量 百分比 

博士 27 5.8 

硕士 165 35.6 

MBA 99 21.3 

本科 154 33.2 

专科 165 4.1 

464 100 

Top 3: 
 
互联网/TMT      42% 
现代服务            20% 
机械制造 &          9% 

经管毕业生创什么业？ 



＊ 样本数为 253 

学历 数量 百分比 

博士 4 1.6 

硕士 81 32.0 

本科 152 60.1 

专科 16 6.3 

253 100 

人文学科毕业生？ 

Top 3: 
 
现代服务           42% 
互联网/TMT     22% 
贸易                    6%     



学历 数量 百分比 

博士 30 14.0 

硕士 96 44.6 

本科 73 34.0 

专科 16 7.4 

215 100 

机械工程毕业生？ 

＊ 样本数为 215 

Top 3: 
 
机械制造&电子通信 
                        29% 
互联网/TMT     24% 
现代服务           16%                   



学历 数量 百分比 

博士 12 7.2 

硕士 69 41.6 

本科 71 42.8 

专科 14 8.4 

166 100 

信息与计算机类毕业生？ 

＊ 样本数为 166 

Top 3: 
 
互联网/TMT     81% 
现代服务            9%  
机械制造&         4% 



创业产业分布地图 



硅谷的创业热点 



创业企业发展Top5加速器 

(World Economic Forum) 



为什么不同？ 

1.资本市场不一样 

2.政策、制度环境不一样 

3.行业生态不一样 

4.市场需求不一样 

5.… 



(1) 创业一定要融资？ 



融资的企业 VS. 没有融资的企业 

•有融资经验，市场资源高 
•有融资经验，社会资本低 
 
•盈利 
•市场拓展效果 
•组织创新 
•产品的可保护程度 
•产品的可规模化程度 
•商业网络使用 
•社会网络使用 
•人力资本 

融资对于企业市场资源开
发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快
速发展企业的社会关系与
其规模严重不匹配。 



(2) 期权是否能换来满意团队? 

创业者的选择？ 

＊ 总样本数101，缺失1 

一半的创业者经
验认同，吸引和
留住核心团队的
办法主要不是依
靠高薪和期权 



• 现金和期权激励和创业企业人力资本
表现相关性不显著， 

 
 

• 员工培训和发展与人力资本表现相关
性显著 



(3) 经验帮助创业？ 

三种不同的经验 

• 只有行业经验的作
用显著，也就是说
对早期企业发展影
响最大的是创业者
个人对行业的经验
/理解 



时间能够帮助积累社会资本吗？ 

社会资本的积累？ 

• 数据分析显示时间关系不显著 

• 但是自身实力(比如市场资源)和社会资本的相
关性是显著的！ 

——在社会关系上消耗时间再多，也不比企业本身发展所转换而来
的社会资本来的有效。 
 



创业需要拼市场！没错 

(4) 市场行为的陷阱？ 

侧重市场导向和盈利 

侧重市场导向和市场拓展效果 

侧重市场导向和组织创新 
最终对于企业绩效发展而言，市场
拓展相关性最显著，其次是组织创
新，而后才是盈利导向。从侧面上
说可以解释业界的一个说法，只以
赚钱为目的的企业做不大。 
企业需要在发展中寻找适合自己的
产品和市场定位，不断调整，创新
是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以及核
心竞争力。 



创业成长是个资源/能力动态配置过程 

动态能力

管理控制系统

业务流程

动态能力

管理控制系统

业务流程

改革: 危机阶段

演化: 发展阶段



(5) “大市场”的迷惑? 

“大市场”的产品使得创业者专注，
但是… 

• 影响创业者偏向选择保守的创新行为… 

• 相对于激进的创新行为,保守的行为会导致较低
的成长率 



研究表明：初创企业通常需要多次变更 
战略定位才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马小峰 &周照 2014) 



创业企业成长性评估工具: 理论依据 

创业取决于： 

 

A. 商业机遇的本质属性 

- 市场和产业环境 

B.  竞争力 

- 商业模式（可行性，可复
制性，可模仿性） 

C. 实现成长的能力 

- 动态能力（诊断和改进） 
 



创业企业成长性评估工具: 逻辑&功能 

(1) 

数据库 用户输入 输出 

•EFG 企业调研 
•专家对行业的认识 

•所处行业 
•行业特征维度-主观评估 

•用户/专家/同行对行
业认识的相同/不同 

(2) 

•专家提供案例的Best 
Practice 
 
•EFG调研同行的表现
（在不同发展阶段） 

•企业信息(包括成立年
限） 
•企业经营行为与理解 
•企业资源配置 

以图形的方式显示： 

•沿着时间轴，实际行
为与行业Best 
Practice（数据分析）
的偏差 
•线下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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