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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从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

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观念，“变”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充满着求变精神。

2021 年我们经历了太多变化，稳外贸压力加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复课复工；境外疫情

持续蔓延，造成世界经济衰退低迷；国内互联网巨头企业面临更严监管，教育行业实行“双减”

⋯⋯诸多初创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面临巨大挑战⋯⋯但这一年，我们也见证了许多积极应

变过程，“元宇宙”异军突起，直播带货方兴未艾，内需潜力不断释放；线上教育持续发力、网络

办公逐步流行；中国致力于“六稳”“六保”，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和动力；创业基金会更是不

忘初心，伴随“天使基金”资助企业一同求变应变：上半年，根据上海市教委等本市九部门联合

发布的通知，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出应届创业大学生可延迟 6

个月还款的扶持措施；四季度，在市科委指导下，EFG 与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银行合力，参与

首笔科创助力贷发放，加速科技型创业企业成长，仅用 3 个工作日，为两家企业出具了首份科

创助力贷“01”号推荐函⋯⋯正因为积极适应变化，“天使基金”和创新产品助力下的新业态、新

模式、新消费、新创业服务不断涌现，我们的不懈努力不仅缓解了疫情对创业企业的影响，更释

放了发展新动能。

2021 年又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年，是建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亦逢创业基金会第四个“五年”起步之年。在市科委、市教委、市

财政局、市人社局、团市委、市市场监管局等的关心指导下，在各相关高校和本市行政区的大力

支持下，创业基金会积极求变自新，持续深入开展创业倡导、创业教育、创业资助等服务大学生

青年创新创业的工作，全年共受理“天使基金”项目 1238 个，资助项目 431 个，资助金额过

1.28亿元。 2021年创业谷共举办6期，培训学员420人；研究生双创计划培养学员100人；

“创心伙伴”工作室完成心理支持服务 572 人次。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无论对于个人、创业企业、乃至国家而言，实践证明，危机

来了并不可怕，怕的是迷惘和无所作为。面对风险和挑战，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锤炼主动求变的

胆魄，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仅要乘势而上、抓住机遇，更要迎难而上、主动作为。

2021，“天使基金”携手初创企业创新求变，2022，让我们和创业者一起并肩前行。

Overview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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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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鹰计划
雏鹰计划

资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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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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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站活动举办超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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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导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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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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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提供人本服务；同时，每

年进行创业数据调研、案例跟

踪、风投生态等，发布“创心之

路”数据研究报告。

创业谷由创业基金会于 2010

年发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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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底，共举

办61期，共培训学员3955人。

是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学位委

员会、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指导上海市学生

事务中心、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上海

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共同组织实

施的纯公益项目。自 2013 年推出以

来，共计孵化1045个项目，其中371

个项目负责人走上创业之路，194个项

目获得了“天使基金”的资助。

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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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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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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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资助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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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双创计划
Graduate Project

创业谷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Camp Entrepreneurship Assessment

创业力评测

创业基金会在资助大学生青年创业的同时，致力于为“天

使基金”资助后的创业者提供创业服务，经过多年的积累，

形成了一套扶持大学生青年创业的服务体系。

服务服务



OVERVIEW SEEK CHANGE

 “As Heaven’s movement is ever vigorous, so must a gentleman ceaselessly strive along." Judging from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thousands of years, "change" is the historical norm of China,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spirit that "Even an established nation like Zhou still regards self-renewal as its mission" and the notion that "There 
is more than one way of governance and the ancient way is not the only way to develop a nation". The Chinese 
people are known for its spirit of seeking change.

In 2021, we have experienced too many changes. For instance the pressure to stabilize foreign trade increased. 
The COVID-19 pandemic affected the resumption of classes and work. Continued spread of the pandemic 
outside China caused global economic depression. Domestic Internet giants faced stricter regulation. The “double 
reduction” initiative was implemented in domestic education ... Many startups still faced huge challenges in such 
an environment ... But this year, we also witnessed a lot of positive changes. "Metaverse" emerged, livestreaming 
marketing remained popular, and the potential of domestic demand was continually released. Online education 
kept growing, while long-distance office gradually became popular. China adhered to its promises on the tasks of 
"ensuring stability in six areas" and "ensuring security in six areas", injecting confidence and impetus into the 
world economy. EFG stayed true to its original intention and responded actively to changes along with enterprises 
financed by “Angel Fun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according to the circular jointly issued by nine municipal 
departments including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EFG launched a support measure that 
allowed fresh college/university graduates funded by it to postpone their loan repayment by six months. In the 
fourth quarter, under the guidance of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EFG joined hands 
with Shanghai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and some bank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ssuance of the first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Assistance Loans and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technology startups. Within only 
three working days, the first "01" reference letter under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Assistance Loan business 
was issued for two enterprises ... Thanks to EFG’s active response to changes, new businesses, new models, new 
consumption models and new entrepreneurial services continued to emerge with the support of "Angel Fund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Our unremitting efforts not only mitigated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pandemic on startups, 
but also helped to release new growth drivers.

The year of 2021 was a year full of positive energy, and it also witnessed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PC, the opening year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the first year of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Shanghai Finance Bureau, Shanghai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and Shanghai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and with 
strong support from relevant colleges/universities and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of the city, EFG actively sought for 
new changes and self-improvement and continued to carry out entrepreneurship advocac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funding and othe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ervices for young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out the year, EFG received 1,238 applications for Angel Fund and funded 431 projects with 
total funding of over RMB128mn. In 2021, we held 6 sessions of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and trained a total of 
420 people; the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benefited 100 trainees; the "Heart 
Venture Partner Studio" provided psychological support service for 572 person-tim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must be grasped, and no time can be lost." For individuals, startups and even the entire 
country, a crisis is not the most formidable thing. If you are at a loss and take no action, you are doomed to 
failure. In the face of risks and challenge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s rise to the challenges, take bold ac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our passion, initiative and creativity.

In 2021, Angel Fund joined hands with startups to innovate and seek changes. So let’s forge forward together 
with entrepreneurs i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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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天使基金在疫情中“求变”，受市场和疫情双重影响下，当年受理项目 1238 项，维持四
位数不变，资助项目 431 项，退出项目 381 项，累计退出率达 87.48%，全年申请数、资助数、退出
数顺利完成年前指标，创业维艰之时，尤其不易。

2021 年是“求变”之年，创业方向由互联网方向更多转向实体经济、文化与媒体和消费服务。“天
使基金”响应时代需求，提高创业赋能能力。除资金方面的“天使基金”和“科创助力贷”之外，尤其提
升了资助后服务体系的建设，利用“创 ye 学社”提供更专业、更细致的服务，给创业者赋能。

创新就是求新，就是“求变”。创新不是排斥传统，而是继承传统；不是表面背叛，而是内在蜕化。
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求变”的本质就是发展！我们愿在创业者不断进步的同时，进化自己的创业赋
能能力，践行公益人的社会责任，创新公益服务手段，助力创业梦想成真！

In 2021, Angel Fund "sought changes" amid the pandemic. Due to the impacts of market situation 

and pandemic, Angel Fund accepted 1,238 applications, financed 431 projects, and withdrew from 

381 projects in the year. As a result, the cumulative withdrawal rate reached 87.48%, the annual 

number of applications, projects funded and withdrawals all reached completed the corresponding 

targets set at the beginning of that year. The results were not easy to do in this hard time.

The year of 2021 was a year of "seeking change", in which the direc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gradual-

ly shifted from the Internet to the real economy, culture and media, and consumer services. The 

"Angel Fund" responded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enhanced the ability to enable entrepreneur-

ship. In addition to the "Angel Fund" and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Assistance Loan", we espe-

cially improv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st-funding service system by using the "Entrepreneurship 

community" to provide more professional and detailed services to enable entrepreneurs.

Innovation is to create new things and to "seek change". Innovation does not mean a rejection of tra-

dition, but involves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 Innovation is not about doing something different on 

the surface, but about inner growth. The essence of science is innov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seek-

ing change" is development! We would like to grow our ability to enable entrepreneurship while driv-

ing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 We are determined to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novate our service methods and help make entrepreneurs’ dreams come 

true!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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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L 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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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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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gle Program

天使基金

雄鹰计划

雏鹰计划

2021年总资助数431，较同期2020年总资助数425，增涨6个，
同比增幅1.41%。
2021年退出数381，较同期2020年总退出数233，增涨148，
同比增幅63.52%。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惯看秋月春
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
英雄。 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都付笑谈中。

成果
ACHIEVEMENTS

FUNDING & SERVICE · SEEKING CHANGE

资助服务· 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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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数据（2021年度）

已申请

数量

已资助 已注册 已退出

数量 金额（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数量 金额（万元）

67

24

6

15

18

2

141

11

27

4

9

33

71

32

131

6

34

7

14

37

326

223

——

1238

23

9

2

4

5

2

31

5

15

1

5

12

33

9

15

4

12

2

3

0

210

29

——

431

500

206

40

95

150

35

705

205

190

10

230

230

1160

324

350

50

300

80

35

0

6954

920

4

12773

23

9

2

4

5

2

31

5

15

1

5

12

33

9

15

4

12

2

3

0

210

29

——

431

1770 

780 

50 

1367 

1300 

600 

2168 

450 

1920 

100 

500 

1800 

8830 

1060 

2328 

1500 

2000 

1200 

200 

0 

62127 

5910 

——

97959

17 

1 

3 

19 

0 

1 

35 

15 

9 

0 

9 

4 

20 

29 

12 

8 

15 

4 

10 

2 

138 

23 

7

381 

360 

30 

40 

253 

0 

20 

795 

430 

135 

0 

270 

80 

480 

840 

200 

132 

210 

60 

165 

25 

3051 

485 

0

8061 

东华大学基金

电力大学基金

对外经贸大学基金

复旦大学基金

奉贤基金

奉贤光明基金

工程技术大学基金

华东理工大学基金

华东师范大学基金

华东政法大学基金

交大安泰基金

交通大学基金

闵行科创基金

浦东基金

上海大学基金

上海理工大学基金

上海师范大学基金

市创业中心科创基金

松江科创基金

视觉艺术基金

天使伙伴基金

同济大学基金

香港理工大学基金

总计

基金

62372857
15216765631

35303161

13162756389

55664258

021-37190071

13816088756

62755968

64252437

62233567

57090369
62071781

17621517189

62932743

64286012

60675292

18621703553

20742965

56331161

55270386

54642704

64833023

37735542

67823214

55233664

55238195

65981003

0852-34002703

详情请洽谈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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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洽联系人

第一年全免，第二年免50%

第一年全免，第二年免50%，
第三年免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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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洽联系人

详情请洽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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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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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内，200元/工位

资助期内：前6个月内享受工位200元
一个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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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情请洽联系人

详情请洽联系人

详情请洽联系人

曹老师

黄老师
裴老师

李老师

郑老师

陆老师

李老师

甘老师

郭老师

曹老师

张老师

施老师

刘老师

毛老师

朱老师
（交大专项）

潘老师

张老师

王老师

何老师

吴老师

卢老师

杨老师

金老师

吉老师

冯老师

汪老师

东华大学基金

电力大学基金

对外经贸大学基金

复旦大学基金

奉贤基金

奉贤光明基金

工程技术大学基金

华东理工大学基金

华东师范大学基金

华东政法大学基金

交大安泰基金

交通大学基金

闵行基金

浦东基金

上海大学基金

上海理工大学基金

上海师范大学基金

市创业中心基金

松江基金

视觉艺术基金

天使伙伴基金

同济大学基金

香港理工大学基金

受理基金
（按拼音排序）

联系方式
（区号021）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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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方式

本校及注册地在
长宁区

全国

全国

全国

全国

全国

全国

全国

本校

本校

交大安泰MBA

本校

全国

全国

全国

全国

本校

全国

全国

全国

本校

全国

本校

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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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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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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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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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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对外经贸大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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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退出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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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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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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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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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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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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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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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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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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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金工作领导小组，共同推进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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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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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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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大学的创业孵化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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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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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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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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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营运成本，为大学生创业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创业基金会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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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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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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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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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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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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学生及毕业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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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闵行交大科技园运营有限公司

受闵行区科委和创业基金会委托，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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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科委成立了由科委领导挂帅、闵行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为主要

成员的基金领导小组，着力推进大学生青年在闵行创业。闵行基金为大学生创业公司提供资助期

内前6个月200元/工位/月的优惠办公场所租赁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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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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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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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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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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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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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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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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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　东　基   金

闵   行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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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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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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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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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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全年，创业基金会召开了四次季度基金工作会议。其中第一季度和半年度基金工作会议均于创业基金会举行，

第三季度基金工作会议假座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团校）召开。鉴于2021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持续影响，为减少人

员流动，保障各位老师的健康与安全，第四季度基金工作会议采用通讯方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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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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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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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   江   基   金

天 使 伙 伴 基 金

*注：此件内容若有变化以基金会官网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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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优基金

天使基金各基金工作优秀个人 （按分会简称拼音排序）

曹锐
（东华大学基金）

黄朕铭
（电力大学基金）

甘旭宜
（工程技术大学基金）

曹旭
（华东师范大学基金）

刘玲
（交通大学基金）

丁丛
（闵行基金）

张丽
（上海大学基金）

杨良
（上海师范大学基金）

冯晓晓
（同济大学基金）

绩优基金 达标基金

优秀基金

2021年度综合排名
第一名

同济大学基金、工程技术大学基金

2021年度综合排名
第二名

闵行科创基金

2021年度综合排名
第三名

东华大学基金

优秀基金
上海大学科创基金

优秀基金
华东师范大学基金

绩优基金
上海师范大学基金

绩优基金
交通大学基金

达标基金
电力大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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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善施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李一鸣

1988年出生，博士学历，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专业，于2020年获创业基金会华东师
范大学基金债权50万元资助。

上海善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5月,现依托华东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运营，
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部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   

善施坚持自主研发,以科创为核心,以工业化应用为导向,进行创新科研仪器、生产设备的研
发、设计、生产,现阶段重点服务于合成领域,如医药创制、材料开发等。目前已推出系列光合成
设备,重点提升传光、传热、传质的精准、稳定、高效性,并为著名企业提供了中试级、生产级方
案。在此基础之上,研发了平行热反应系列产品,后期将进一步推出电合成、光电合成等系列产
品。

2021年天使基金“雏鹰奖”获奖企业

典型案例

2021年天使基金“雏鹰奖”获奖企业

上海云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刘春刚

1986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专业，于2019
年获创业基金会交通大学基金债权20万元资助。

上海云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超自动化平台的领航创新者。以云扩智能RPA为核心，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超自动化平台与解决方案。云扩全云化RPA+AI+LCAP智能生产力套件，持续为客
户创造自动化敏捷价值，助力企业推进数智化转型。云扩有数百名员工，在上海、北京、深圳、
杭州、广州、成都、西安、苏州及日本东京均设有分公司及研发中心。获得红杉资本、金沙江创
投、明势资本、深创投等全球一线投资机构数亿投资。主要客户包括国家电网、国药集团、中国
银行、玛氏、强生、联合利华等世界500企业，是同时被Gartner和Forrester推荐的主流厂
商。云扩科技的品牌ENCOO，来自于ENable COOperation 的缩写，公司希望能借助 RPA 技
术，“Enable Cooperation of Human and Machine”，打造人机协作的未来。

佳奕筱安（上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潘阳

1988年出生，博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于2019年获创业基金会交
通大学基金债权30万元资助。

佳奕筱安（上海）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位于
全球高端研发和技术聚集区——上海紫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周边聚集国内外知名企业、研
发机构。公司成立以来发展迅速，2018年、2019年分别获得伽利略资本、青松基金累计千万
融资。2020年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2021年获得长沙群欣数千万融资。2021年通过
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近2年公司研发投入为139.52万和312.87万，增长率达到220%，已
申请40余项专利，其中9项发明专利实审，11项实用新型专利和11项软著授权。

霖鼎光学（上海）有限公司 创始人 张哲

1983年出生，博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于2021年获创业基金会闵
行科创基金债权50万元资助。

霖鼎光学（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超精密技术研发和光学智能制造的科技公司。立
足于新一代晶圆级微纳制造技术及自研核心关键装备，霖鼎光学为消费电子、半导体制造、智
能汽车、5G光通讯、生物医疗、光伏新能源等领域提供高品质的精密模具、光学元件、光机电
系统解决方案及量产制造服务。已经成功研制出3D微纳纹理模具、微透镜阵列、F-θ镜等复杂
微纳光学产品。

上海微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刘倩

1994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东华大学纺织科学技术专业，于2020年获创业基金会东
华大学基金债权50万元资助。

上海微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09月04日成立，是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为背景的师生
创业团队，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从事智能科技、信息科技、计算机科技、软件科技、互联网科技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硬件及其辅助设备的销售，计
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智能控制系统集成，数据处理服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等。

上海同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莫莽

1983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工程专业，于2018年获创业基金会同济大
学基金债权30万元资助。

上海同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6 月，是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基金会同济大学基
金资助企业，创始人为具有超过十年创业经验的连续创业者，曾创立企业获得过“创新基金”、
“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同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优秀企业”等资助、资质
或荣誉；联合创始人两位博士具有超过十年软硬件研发经验、项目管理经验，曾获得多项国家及
市级奖项，曾参与国际标准编写讨论，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同星智能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基础工业软件-TSMaster虚拟仪器软硬件平台，自2020年4月正式发布以来，已经
获得超过600家企业用户，本项目还获得第九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工业机
器人技术专场）决赛总分第三名、全国二等奖。在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同星TSMaster
虚拟仪器软硬件平台”获得2020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高校展区“优秀创新创业展品奖”由同
星团队自主开发，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品的“低成本分布式控制器网络（LDN总线）”技术，于
2019年第21届中国工博会正式发布，目前已经在智能家居领域进行产业化试用。

上海祥耀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创始人 赵文祥

1984年出生，博士学历，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专业，于2019年获创业基金会闵行科
创基金债权50万元资助。

上海祥耀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国家千人计划团队于2019年创立的从事大分子生物药
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抗体药物育种研发，公司拥有四个先进的集成化的抗体候选药物发现
和筛选的技术平台，分别是组合免疫和杂交瘤技术；全人肿瘤特异性抗体库技术；单个B细胞分
选与测序技术；纳米抗体库技术；每个技术平台，都具备产生新分子的能力，可以同时开展满足
单抗、双抗、ADC、纳米抗体、CAR-T、高端IVD试剂等不同药物研发需求的高活性抗体分子
的研发，源源不断的为生物医药行业提供有价值的产品管线。

上海悦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李志财

1977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同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于2018年获创业基金会同济大学
基金债权30万元资助。

上海悦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同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互联网高科技企业，荣获上海
市科技创新基金、上海市杨浦专精特新企业，同济大学科技基金和智慧交通技术支持，获批上海
市杨浦博士后创新基地。

“同实悦电”专注研发车载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和智慧交通整体解决方案，自主研
发的智能终端和系列应用软件具备完整的知识产权和认证。通过用户超级体验的产品和服务，打
造“移动端”+“云端”+“智能硬件”全方位的智能交通生态圈，实现用户、客户、运营商的生
态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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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乐普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创始人 杨琼宁

1990年出生，学士学历，毕业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专业，于2021年获创业基金会天
使伙伴基金债权30万元资助。

上海乐普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针对3-8岁儿童的文化创意内容公
司。公司业务覆盖视频、音频和绘本。旗下运营品牌“超学科星球”、“米拉和星仔”等。公司旨
在为少年及儿童创作充满趣味、寓教于乐的教育内容，使孩子在快乐中学习。截至2021年5月，
公司已出品40余个教育内容系列，累计400+集内容。

复岘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创始人 刘亚风

1990年出生，博士学历，毕业于复旦大学环境专业，于2020年获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基
金债权20万元资助。

复岘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2016年01月22日成立，主要承担政府中长期环保规划、生
态创建规划，饮用水源涵养与保护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规划、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规划，工程方案
与可行性研究，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证申请及竣工环保验收等业务。拥有员工20余人，其
中技术人员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100%，注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2名，专业技术工程师10余
名。公司与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南京土壤研究所等多家环保知名高等
院校已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具有专业的技术水平和人才储备。

上海今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龚达巍

1993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于2021年获创业基金会交
大安泰基金债权50万元资助。

上海今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天磁BIM协同平台（轻量化模型整合与应用
平台）、智能运维平台（BIM+物联网+AI，智慧建筑/园区/城市）、BIM技术咨询、BIM整体解
决方案。天磁BIM协同平台解决大量三维专业软件间的数据交互难题，提高BIM软件应用效率，
致力于推动OpenBIM生态圈，打破美国BIM技术垄断；通过轻量化算法，极大降低了BIM软件
的应用门槛，升级建筑/工程行业的二维图纸工作模式，使大众都能用电脑/手机/平板查看、组
合、应用三维模型开展工作。

上海梦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创始人 唐亮

1995年出生，学士学历，毕业于上海大学艺术专业，于2018年获创业基金会上海大学基
金债权15万元资助。

梦升文化（DreamBorn Productions），是一家先锋且国际化的影视公司，致力于高品质的
创意影像制作。产品范围包括TVC、企业宣传片、微电影、商业短视频、品牌平面、电影、电视
剧等拍摄制作。并为众多在中国拍摄的境外影视公司提供本地的制片、制作服务。公司旗下三大
板块：【梦升电影计划】【第一现场】【梦纪录】，全方面运用视听语言的艺术及营销传播技巧，用
影像的力量扩大品牌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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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张旭豪

申请人 张庆

申请人 俞凌杰

申请人 周坤鹏

申请人 张文标

历年优秀案例精选

典型案例

“饿了么”于2010年4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交通大学基金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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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泰坦科技”于 2007年 7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市创中心基金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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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泰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回收”于 2010年 12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基金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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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悦易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9store”于 2013年 6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交通大学基金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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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舞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同臣环保”于 2008年 3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同济大学基金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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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同臣环保有限公司

申请人 魏杰

“精智实业”于 2005年 12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上理工大学基金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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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精智实业有限公司



申请人 陈大明

申请人 殷海玮

申请人 姚宗场

申请人 邹晓明

申请人 孙洪涛

对外合作

典型案例

上海灵信视觉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灵信视觉”于2006年8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上海大学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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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灵信视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复享光学”于2009年5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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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享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泰笛（上海）网络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笛”于2013年9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天使伙伴基金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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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笛（上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绿度信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绿度信息”于2011年7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上海大学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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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绿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复展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复展智能”于2005年9月获得创业基金会复旦大学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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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复展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柏楚电子”于2006年10月获得创业基金会交通大学基金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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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柏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明优倍”杯第十九届中国MBA创业大赛直通车

化学化工创新创业大赛直通车 觉群基金联合评审直通车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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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俪人创客“为主题的浦东新区女性创新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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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代田田



浦东创青春单元赛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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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服务

科创助力贷

为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生态，进一步引导商业银行助力创新创业发展，市科委、市金融监管局、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委会上海监管局于 2021年 9月发布了《关于试点科创助力贷工作的通知》。

上海交通大学“盛宣怀杯”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首届上海市宝山区“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

盛创 39创新创业大赛直通车

申请条件

1

1、企业注册地为上海。

2、企业须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

评价。

3、企业成立满一年，企业及主

要经营者无不良信用记录。

4、企业不得资不抵债（申请即

期）。

5、企业上年度纳税申报应税销

售总额 5000万元以下且有明确

金额的订单或客户合作时间达一

年以上的框架订单。

6、“天使基金”资助期内的企业

须提前退出后，方可申请。

申请流程

2

1、企业登录上海市科技金融信

息服务平台，网上填写贷款申请

书并上传所需附件。

2、创业基金会形式审查并为企

业对接银行。

3、银行对企业进行调查及审核。

4、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与创业

基金会备案推荐。

5、银行放款。

申请材料

3

1、企业营业执照；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3、近三年及当期纳税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4、公司章程；

5、科技资质证书或知识产权证

书；

6、本年度主要销售合同或订单；

7、贷款企业诚信承诺书；

8、其他有助于贷款申请的证明

材料（若无可免）。



2021年 3月基金会资助后企业见面会 2021年 5月创业礼包 ---- 税务筹划

2021年 5月民法典专题培训 2021年 8月股权设计及投融资环境分析

2021年 6月企业合同及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2021年 7月 EFG创业训练营

大楼运营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CAMP

基本介绍

公共空间展示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创业基金会负责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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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鹰计划所资

助创业项目均可申请入驻。

5 号楼面积近 8000 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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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2月 31日，5号楼创业企业 2021年度新增入驻 11家，新增退出 6家，现在驻企业共 23家。

大楼孵化空间为中国（上海）创业者

公共实训基地 5 号楼 2-9 层，其中 2 楼为

会务活动场地，可为创业企业提供 10-100

人的活动场地服务；5-9 楼为创业孵化场地，

可为创业企业提供 26 间独立办公场地，同

时针对小微创业团队，可提供开放型的联合

办公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 6 楼公共空间将打造创

业基金会发展历程及党建展示，包括部分“天

使基金”资助企业的介绍及产品展示。

活动展示

2021 年共完成会务支持 33场，参与人次 5750人，服务中心组织活动 8场，参与人次 1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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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企业展示

以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获得复旦

大学基金资助天使基金，于 2020 年 8 月 1 日正式入驻实训基地

五号楼 803-05 室。

以见科技，成立于 2018 年 1 月，总部位于上海市杨浦区，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以见科技为建筑全生命周期提供 BIM 数据可视化管理与智能

服务，我们通过 AR/MR，AI 等技术将 BIM 融入实景，辅助设

计成果展示，施工过程管理以及运营维护管理。公司构建了丰富

和创新的产品矩阵，在 AR/MR 技术，AI 技术，IoT 技术等领域

积累了深厚的优势，并拥有高水平的 BIM 数据生产与优化能力，

为地产开发，工程管理等领域提供高质量的 BIM 咨询，施工过程

管理软件，BIM 运维可视化软件等产品与服务。目前已实现自研

的基于环境定位的增强现实技术，为建筑工程、施工行业提供了 

BIM 全生命周期智能实施工具“一见 AR 系列软件”。

2021 年 1 月获得金沙江创投 Pre-A 轮投资； 2021 年 9 

月获得经纬创投领投 A 轮投资，投资方包括经纬创投，金沙江创

投、住友商事亚洲资本、Plug and Play 等。

以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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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吉舍云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获得

创业基金会闵行基金资助，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入驻实训基

地五号楼 9楼。

上海市吉舍云计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助力于帮助中小

型装企实现数字化经营管理的互联网公司，吉舍云以“科技驱动

打造标准化行业生态”为核心，依托云计算、大数据和 AI 等多项

核心技术，实现集在线 3D 设计、造价预算、ERP 施工管理、营

销拓客系统为一体的家装 SaaS 全链路数字化系统，大幅提升从

设计、签约到交付的全流程效率，科技赋能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

2019 年吉舍云率先推出 AI 智能报价功能，实现在线画户型，

同步出报价，颠覆了传统人工报价、算量的方式，取而代之运用

智能算法自动生成精准工程量，大大提升设计报价效率的同时也

让消费者能够享受标准的装修服务。

上海吉舍云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鼎言教育科技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获得天使伙伴

基金资助天使基金，于 2021 年 7 月 1 日正式入驻实训基地五号

楼 606 室。

上海鼎言教育科技公司于 2019 年 1 月成立，旗下拥有一点

学院、浥尘书院两大品牌。

公司致力于培养有情怀、有远见、有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青少年，

通过推动职业启蒙、加深人文素养、开展跨学科学习的方式，紧

贴上海市初、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中对于学生长期发展

的各项要求，构建实现学生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核心成员来自于耶鲁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复旦大

学等知名学府，目前拥有航天、新媒体、金融、人文四大产品线，

并与汇丰银行、大华银行、中宏保险等金融机构及上海外国语大

学第一实验学校、留云中学等学校达成长期合作关系。

上海鼎言教育科技公司

上海乡村笔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获得

天使伙伴基金资助，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正式入驻实训基地五

号楼 503 室。

乡村笔记是一家致力于用教育连接城乡的社会企业，创立于

2017 年 9 月，希望通过开设乡土研学、城市职旅、乡村咨询三

大板块，加强城乡间平等交流。为城市孩子拓展乡村视野，为乡

村孩子拓展职业可能，并为乡村发展带去青年人的关注与支持。

   乡土研学项目将城市孩子带到各地乡村，参与学科导论与

乡村品格课程，主力素质拓展与背景提升。

上海乡村笔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职旅项目将乡村孩子带到城市，参与职业发展与生涯规划的课程，助力视野拓展与理想确立。

     乡村咨询项目通过乡土研学基地打造、乡间策展支持和田野传播等方式，为乡村振兴注入青年人的关注

与支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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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ye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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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于创业基金会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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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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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极速赛道”、“创业公开课”、“创业国学行”、“周六扒早期”、“创业工作坊”、“创

业圆桌论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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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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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余人。

创心伙伴工作室

“创心伙伴”工作室由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委托上海创业力评鉴中心筹建并于 2017 年启动，旨在为

创业者提供更专业的创新型资助后服务，通过陪伴、引导、激发、分享等方式，从社会上招募志同道合的专业人士

为志愿者，为创业者群体提供支持。截至 2021 年 12 月，“创心伙伴”工作室陪伴创业者共同成长，2021 年年

度完成服务 572人次，累计服务 4945人次。

“创心伙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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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后企业见面会

互助型行业见面会，为资助后企业搭建异业合作基础，提供创业者日常交流平台。

2021年完成 10场次见面会活动，参与创业者 115人，覆盖 10余个行业。

创ye学社课堂： 创业国学行

2021 年 7月，印制出成品 2021年5月和9月，创ye学社联合觉群文教基金会，
开展2期创业国学行活动

创业1对1服务 企业走访

2021 年，分别为资助后企业提供导师 1对 1的上
门解答服务

2021年 1月走访资助企业传思律阁

创业圆桌论坛 线下培训

与创业者开展数字化营销论坛 2021年 9月 25、26日，创 ye学社联合觉群文
教基金会组织线下创业培训课程



创业谷：截至 2021年年底，创业谷已成功举办 61期，共培训学员 3955人。2021年共举办 6期，共培训学员
426人，共有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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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场创业谷巡回课堂活动（慈善基金会、浦东人社办、电力大学科技园杯、宝山杯大赛）。

研究生双创计划：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于 2013 年正式推出以来，已成功举办 9 期，共培养
1045个学员，371人走上创业之路，194人获得天使基金资助。2021年上海市研究生双创计划培养了100个学员，
35人通过天使基金复审，拟获资助。

“创心之路”数据研究：本年度研究突出 2021年资本活跃度变化、热门行业发展环境、在沪大学生创业数据剖析
等，在全球创业周发布研究成果。

创业力评测：2021年完成评测线上线下整合，在数据化管理上更进一步，同时也为 423人出具创业个人特质
测评报告，为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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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By the end of 2021,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successfully held 61 sessions, which 
covered a total of 3,955 trainees. In 2020, 6 sessions were held and covered a total of 426 trainees, and a total 
of 57 projects passed the closed-door Angel Fund review. Besides, in order to further broaden the cooperation 
channels, we have conducted a total of 4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lecture tours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external institutions and events (i.e., Shanghai Charity Foundation, Pudong Human Resources Office, SUEP 
National University Science Park Cup, and Baoshan Cup Competition).

Shanghai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Since it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2013, 
Shanghai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Program has held 9 sessions and trained 1,045 
trainees, among whom 371 people have started their own businesses and 194 have received funding from Angel 
Fund. In 2021, Shanghai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trained a total of 100 people, 
among whom 35 passed the Angel Fund’s second-round review and were proposed as funding recipients.

"Entrepreneurship" data research: This year's study highlighted the changes in capital activity,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popular industries, and the data analysi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in Shanghai in 
2021. The research results were released during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assessment: In 2021, the integration of the online and offline assessment was 
completed, thus further improving data management. In addition, entrepreneurial personal trait assessment 
reports were for 423 people, and offline assessment of entrepreneurial capability was conducted with reports 
submitted for 93 entrepreneurs in terms of business, interpersonal and team building.

Introduction
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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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CAMP

创业谷是由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主办的纯公益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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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简称天使基

金）公益资助。

截至2021年底，创业谷已成功举办61期，共培训学员3955人。2021年共举办6期，共培训学员426

人，共有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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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场创业谷巡回课堂活动（慈善基金会、浦东人社办、电力大学科技园杯、宝山杯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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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1年融资情况综述

由数据显示，2021年的风险投资市场的投资热度开始逐渐回暖，截至 2021第三季度，投资项目总数为 7572

起，超过 2020年全年的 7386起。考虑第四季度数据未计算在内，预测 2021投资事件数有望超过 2019年。

虽然今年各领域受到市场和政策影响，导致现在资本投资规划变得更加谨慎。但数据显示本年度参与风险投资的

机构有所增加，活跃机构数创新高，整个创业的环境似乎开始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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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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指导下，上
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共同组织实施的“2021 年上海市研究
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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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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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个，正式录取培养的学员总计 100 名；
共计 71 个项目顺利通过结项，其中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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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35 个项目通过天使基金复审，拟获“创星一等奖”资格。

2013 年至 2021 年九年期间，研究生计划共计孵化 1045 个项目，其中 371 个项目负责人走上创业之路，
创业转化率为 35.5%；在创业的学员中，有 52.3% 共计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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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纳入本科生创业者，招生人数达 100 人（每位学员对应一个创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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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配合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4. 设立“创星奖”，直接资助学员创办的创业企业，奖励分为 3 万元和 1 万元；
5.  联合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及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联合发文，共同培养当届学员；
6.  联合上海团校为当届学员提供包括课程、食宿等服务，并开设思政课教育提升学员思想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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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项人数 创业人数 天使基金立项数 天使基金资助数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99

126

200

111

103

100

105

101

100

99

121

175

102

90

70

73

80

71

9

49

42

53

35

44

36

51

52

9

35

21

37

16

31

28

42

35

9

28

16

32

14

28

25

38

4

鉴于前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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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冠疫情影响，
2021年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在延续2020年及往年的基础工作上进行小幅创新调整：

“创心之路”活动受上海市大学生创业基金会委托，由上海创业力评鉴中心于 2015 年初发起，联合多位高

校专家合作共同开展的数据研究项目，集创业数据研究、案例积累与分享、信息发布、经验交流于一体；研究

对象包括资本环境、创业生态、企业发展规律、行业发展热度等领域。每年 11 月正式发布当年研究成果，案例

研究阶段成果于 2019 年出版的《我们的创业》中体现。

数据研究报告

“创心之路”数据研究介绍

2021“创心之路”第七季创业数据研究报告（节选）

ENTREPRENEURSHIP EVALUATION

创业力评鉴中心结合基金会近 15 年的创业服务积累，并与国内相关领域（心理学 / 行为学、投资人、创

业教育）的顾问专家合作共同打造创业力评鉴服务团队，此外由全球专业评鉴及培训服务供应商美国智睿咨

询公司（DDI）承接开发一整套创业力评鉴工具。致力于为创业者提供更专业的评鉴服务，并且还在不断努力，

真正成为创业者的镜子、投资人的眼睛。2021 年，评鉴中心线下评测服务完成 90 次，线上评测服务完成

429 次，常模库扩建至 3056 个。中心正努力拓展评测工具，为创业者提供更有价值、更丰富的评鉴服务。

第一部分 2021后疫情时代创业投资行为分析
本部分数据源根据投资界和 36 氪等权威媒体发布的投资信息，并结合投中、清科等平台对投资机构的记录

汇总而得。其中，2021 年数据截止至 9月 30 日。

2021 年创业投资市场的主要发现

1、整体而言风险投资市场开始复苏，融资项目数量和活跃投资机构双双增加，但是增长中仍存隐患。

2、企业服务和医疗健康仍是最热领域，集成电路受政策影响持续发力，“双减”政策对教育领域的影响开

始显现。

3、资本更倾向成熟项目，2016年、2019年和2020年是三个里程碑时间，早期项目的融资难度进一步增加。

4、产业资本进一步发力，占据半壁江山，在“进退双愿”的情况下，对优秀项目形成“围剿”。

5、创业项目要拿到早期投资，需要更精准地找到合适的投资机构和机构关注点。

创业力评测

DATA RESEARCH ON THE ROAD TO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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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的情况

IDG资本

真格基金

经纬中国

红杉中国

深创投

腾讯

险峰长青

创新工场

顺为资本

君联资本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2020年排名

腾讯投资

红杉中国

经纬中国

红杉海外

深创投

小米集团

IDG资本

Y Combinator

君联资本

启明创投

2021年排名
（含海外）

红杉中国

腾讯投资

经纬中国

老虎海外

高瓴创投

IDG资本

GGV纪源资本

顺为资本

红杉海外

Andreessen
Horowitz

2021年排名
（国内）

红杉中国

腾讯投资

经纬中国

高瓴创投

IDG资本

GGV纪源资本

顺为资本

小米集团

深创投

启明创投

二、2021年创业投资热点领域变化情况

三、风险投资市场轮次变化情况综述

四、2021年头部投资机构的变化情况

创业投资受国家政策影响深远。从 2019年开始，新工业尤其是芯片领域投资持续增长，并且发展势头迅猛。去年
受疫情影响激增的医疗健康领域投资开始回落。文娱传媒领域的投资回落明显，与2016年高点相比，下降了近3倍。

2016 年开始 A 轮的数量超过了种子天使轮，也就是说从 2016 年开始，投资机构更看重有明确产品或者项
目的企业。这个趋势决定了创业项目需要更务实，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产品和数据。

图 1-1 创投市场历年投融资情况综述

图 2-1a  2015-2021 热点领域变化趋势图 (项目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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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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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1 年创业投资轮次变化情况

图 4 -1 头部投资机构的变化情况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Q3

12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

2993

4835

7130

11473

9758

7386 7572

企业服务        医疗健康             硬件                   金融            文娱传媒          电子商务              教育               新工业          本地生活        汽车交通               其他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432

688

1092

1539
1626

13961377

305

589

825

1175

1809

13031286

273

447

745

929

479

330365 332

486

851

734
815

560
469

622

758

385

264 302

405

594579

425453

134

377

684

518

397

292

114147

278

938

798
888

147

463497
567533565

166
248

409

536
486

325329

779

1147

1428

3664

1637

796

1238

212 203 219 228 235 246 231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Q3

46.15%
50%

40%

30%

20%

10%

0%

31.72%

8.78%

3.30% 2.18%

9.20%

39.07%

41.07%
43.20%

32.41%

11.98%

3.43% 4.87%

12.97%

25.22%

40.44%
38.66%

21.88%
20.33%
19.27% 20.29%

23.16%

33.40% 33.30%

25.19%
23.58%

17.93%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种子天使轮               A轮              B轮               C轮及以后

A轮超过种子天使轮

C轮及以后超过B轮
B轮超过A轮



五、2021年创业早期投资热点跟踪

六、早期投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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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创业者能够更方便地找到合适的投资机构，我们专门绘制了 4 张热门领域的早期投资图谱。该图谱
左侧第一列是早期投资的轮次说明，上方首行是所有该领域中各个子行业的投资情况分解。以企业服务为例，上方
首行为企业服务各子行业的投资情况分解，包括办公、开发者、IT、企业服务、前沿技术、人力资源，另外数量比
较少的行业，像财务服务、创业服务归入了其他服务中。

每个子行业的投资情况中，都包括了 2021 年的投资项目数量和占比，办公 OA2021 年录得的项目 59 个，
占比 4.28%。颜色浅的是当年的热门子行业。

图 4 -1 可以看到，在这两年活跃的机构当中，产业资本已经超过了商业资本，占据了半壁江山。产业资本更
加看中被投资项目给整个产业链带来增值、对其主业带来的帮助。产业资本不但提供资金，而且提供市场、技术、
渠道等资源来帮助项目成长。产业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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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服务和医疗健康是早期创业投资最热门的两个领域，另外本地生活和游戏是早期创业投资比例较高的两个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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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6%

图 5-1 创业早期投资热点领域融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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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健
59

（4.59%）

生物制药
545

（42.38%）

寻药诊疗
75

（5.83%）

医疗机构
42

（3.27%）

医疗器械
238

（18.51%）

医疗信息化
176

（13.69%）

医生服务
7

（0.54%）

医药电商
19

（1.48%）

专科服务
84

（6.53%）

其他服务
26

（2.02%）

综合服务
15

（1.17%）

种
子
天
使

A
轮

B
轮

紫竹小苗
梅花创投
真格基金

复星医药
元生创投
经纬中国

真格基金
经纬中国
联想创投

荷塘创投
凯风创投

中关村发展

联想创投
力合科创
高瓴创投

真格基金
光速中国
高瓴创投

香港同溢堂
Kapor Capital
Concrete Rose

苏高新创投
泰煜安康
长岭资本

毅达资本
红杉中国
高瓴创投

五源资本
险峰长青
深创投

蓝驰创投
翕然资本
沂景投资

德同资本
红杉中国
荷塘创投

紫竹小苗
英诺天使
经纬中国

礼来亚洲基金
斯道资本

Mantis VC

宝洁校友基金
金鼎资本
智通云联

青谷投资
FortisRiver

鼎祥资本
深创投

胜辉资本

经纬中国
启明创投
红杉中国

沃生投资
宇衫资本

晨兴创投
红杉中国
彬复资本

浙商创投
正心谷资本
云峰基金

经纬中国
君联资本
启明创投

启迪之星
中科科创
达晨财智

经纬中国
红杉中国
荷塘创投

红杉中国
启明创投
云峰基金

荷塘创投
泰格医药
招商健康

华东实业
联新资本
三诺生物

联想之星
中信证券
国投招商

君联资本
元生创投
国药资本

办公OA
59

（4.28%）

开发者服务
38

（2.76%）

IT服务
205

（14.89%）

企业安全
128

（9.30%）

前沿技术
157

（11.40%）

人力资源
130

（9.44%）

行业信息化
126

（9.15%）

云服务
85

（6.17%）

销售营销
100

（7.26%）

其他服务
146

（10.60%）

数据服务
203

（14.74%）

种
子
天
使

A
轮

B
轮

顺为资本
火山石资本

戈壁创投
浙大友创

真格基金
红杉中国

起点创业营

真格基金
险峰长青

银杏谷资本

真格基金
红杉中国
线性资本

Y Combinator
险峰长青
天玫投资

险峰长青
Y Combinator

云启资本

字节跳动
金沙江创投

真格基金
经纬中国

腾讯投资
嘉为科技
纪源资本

红杉中国
腾讯投资
梅花创投

IDG资本
纪源资本
高瓴创投

红杉中国
纪源资本

金沙江创投

英诺天使
经纬中国
红杉中国

红杉中国
德迅投资

腾讯投资
英诺天使
经纬中国

险峰长青
纪源资本
梅花创投

禹州鸿图
中海投资
险峰长青

红杉中国
嘉御基金
高瓴创投

腾讯投资
顺为资本

红杉中国
腾讯投资

保利资本
国科投资
蔚来资本

红杉中国
金沙江创投

纪源资本
天马创投

深创投
红杉中国
同创伟业

蓝驰创投
将门创投
高瓴创投

红杉中国
IDG资本
真格基金

富春投资
今日资本

腾讯投资
红杉中国
启明创投

IDG资本
深创投

红杉中国

商汤科技
联想创投

红杉中国
启明创投
软银中国

兴富资本
上汽恒旭
晨兴资本

游戏道具衍生品
1

（0.68%）

游戏发行及渠道
4

（2.74%）

游戏开发商
117

（80.14%）

游戏直播
2

（1.37%）

游戏综合服务
5

（3.42%）

其他游戏服务
5

（3.42%）

游戏媒体及社区
12

（8.22%）

种
子
天
使

A
轮

B
轮

巨力创投
腾讯投资

网易

华纳唱片
FounderFund
Shrug Capital

泛大西洋投资
Red Ventures

Kamerra

腾讯投资
哔哩哔哩

网易

真格基金
五源资本
小米集团

德迅投资

五源资本
晨兴资本
高榕资本

腾讯投资
经纬中国

红杉资本中国

经纬中国
兰馨亚洲

VaynerFund

百货零售
37

（6.55%）

本地综合
13

（2.30%）

美食餐饮
137

（24.25%）

宠物服务
45

（7.96%）

家政养老
14

（2.48%）

美业婚庆
40

（7.08%）

小区及维修
16

（2.83%）

校园服务
7

（1.24%）

其他服务
21

（3.72%）

食品饮料
235

（41.59%）

种
子
天
使

A
轮

B
轮

愉悦资本
钟鼎资本
惟一资本

欧游集团
红杉中国
梅花创投

险峰长青
庆鱼投资
瑞鹏宠物

创服家
黑标创投

富由投资
国梁创投
坚果资本

阿里巴巴
经纬中国
梅花创投

泽天投资星辰
云投资

兴旺投资
复星集团
番茄资本

金鼎资本
经纬中国
青松基金

高瓴创投
万物资本
长岭资本

嘉禾资本
哗哩哗哩
番茄资本

险峰长青
盛久基金
澳创兴业

京东数科
雪湖资本

有赞
Flashpoint

碧桂园创投
华兴新经济基金

弘毅百福

经纬中国
腾讯投资
弘毅投资

经纬中国
顺为资本
红杉中国

高盛(中国)
金镒资本
君川资本

梅花创投
壹叁资本
真格基金

中豫绿色
大德资产

嘉御基金
金沙江创投
经纬中国

五源资本
字节跳动
经纬中国

广发信德
琢石投资
鳌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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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后疫情时代的创业

一、疫情下的创业融资

二、疫情对科创中小企业的影响

三、大学生创业

创业基金会资助项目画像

疫情对于企业利润的影响

这一部分的基础数据源自投中数据（data.cvsource.com.cn）。投中数据是目前关于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情报
数据最为权威的数据库之一，被科研院所普遍认可并于学术研究情境下使用。

创业融资交易地理区域的变化
从宏观层面来讲，创业除了产业视角之外，通常也有区域视角。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体系、区域创业系统等的存在，

使得很多地区虽然在整体经济程度方面差异不大，但是在科创的表现却天差地别。
下图呈现了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和浙江省五个省市风险投资交易数量占全国交易量的占比汇总。

如下图所示，从 2018-2021 年，这五个省市所获得的风险投资交易量汇总占全国风险投资交易量的占比将近
80%。2018 年数据为 83%，2019 年和 2020 年稍有下降，而 2021 年截至前三个季度的数据表明，这五个省
市的交易量占比达到了创记录的 84%。

为了解疫情对于科创企业、尤其是中小型科创企业的影响，在本报告中我们做了一个回溯型的研究。不同于长
期跟踪研究，研究团队针对 2021 年还在运营的样本企业，回顾其 2020 年和 2019 年的运营数据来分析疫情可
能造成的影响。

广义的大学生与创业的讨论不仅仅涵盖大学生创业者，去创业企业就业也属于对应的范畴。在这一部分报告中，
首先我们分析了疫情前后，科创企业雇佣应届毕业生情况的变化。

除了企业规模，科创企业所处的行业对于雇佣应届大学生也存在着一定差异性。如图 3-1c 所示，电子核心产
业以及下一代信息网络行业中，对于雇佣大学生相对占比较低，而在新兴软件和生物医学工程中相对占比较高。

本部分内容的数据基于 2014 年以来截至 2021 年 10 月 1 日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资助项目。首先，
从样本规模来看，创业基金会从 2014 年开始，每年资助规模逐步扩大。2021 年全年资助项目数量已经超过了
400个。需要注意的是，2021年的数据仅统计了前三季度的资助数据。

图 1-4a 风险投资交易量占比

图 3-1c 行业与雇佣大学生（2019年）

图 3-6a 资助项目创业者学位构成图 2-12 样本利润情况

37 / 38

2018                                                     2019                                                      2020                                                      2021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上海市              北京市              广东省              江苏省               浙江省

11
8

17

29

18

10

11

16

25

17

11

13

15

21

17

11

12

18

21

22

亏损

盈利

40%

60%

9% 43%

6%
8%

34%

本科

硕士

大专

博士

MBA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下一代信息
网络产业

互联网与云
计算、大数
据服务

人工智能 新兴软件和
新型信息技
术服务

智能制造装
备产业

生物医学工
程产业

生物医药
产业

电子核心
产业

否           是



图 3-6a 和图 3-6b 呈现了资助项目申请人的学位分布。如图 3-6a 所示，从所有累积数据来看，本科学历和
硕士学历的创业者是非常明显的主力军，43% 的创业者是本科学历，34% 是硕士学历，其中 MBA 工商管理硕士
占比 6%，大专和博士分别占比 9%和 8%，差别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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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简称创业周或GEW）举办第十五年。在过去十五年里，全球创业周
中国站已有累计超过 15万创业者参加，见证过无数创业者、投资人、行业大咖留下的精彩瞬间⋯⋯

在疫情的考验下，2021（第 15届）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联合科技大咖、头部投资机构、500强大企
业以及创服机构，聚焦行业前沿，强调创新求变，用实际行动陪伴每一位创业者，去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踏浪
而行，淘沙见金。15周年，在创业的新起点，前行的新征程，GEW与你一路同行！

The year of 2021 witnessed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the launch of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In the past 15 

years,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has attrac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over 150,000 entrepreneurs on a 

cumulative basis and witnessed exciting moments of numerous entrepreneurs, investors and influential industry 

insiders ⋯

In the face of the test of time and turbulence, the 15th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invited technology 

leaders, leading institutional leaders, Fortune 500 companies and start-up incubators to focus on latest topics of the 

industry and emphasiz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and take concrete action to help all entrepreneurs to rise to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We are here to serve and support you entrepreneurs. With the upcoming 15 anniversary, 

GEW will always forge ahead with you all the way!

2021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全球创业周中国站2021

图 3-6b 创业者学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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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介绍 OVERALL INTRODUCTION

2021(第15届 )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

时间：11月11-16日
地点：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规模：57场主题活动  
参展：90家初创企业参展

2021 (15TH)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T

Time: November 11-16

Plac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ashion Center

Size: 57 theme activities

Number of exhibitors: 90 business 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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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创业周15周年主题，设置特色迷宫展览，融合历届创业周精彩瞬间，丰富参展观众体验。

亮点二
HIGHLIGHT 2

A labyrinth-type exhibition themed on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GEW China was held to enrich the experience of the viewers by incorporating

the highlights of all previous GEW China events.

活动亮点 HIGHLIGHTS

邀请多位来自知名企业和高校的嘉宾发表主题演讲，共话科技科技创新之道。

亮点一
HIGHLIGHT 1

A number of VIPs from prestigious enterprises and colleges/universities were invited to give keynote speeches involving the way to 

technology innovation.



创业周活动精选 Selected Entrepreneurship Week

2021（第15届）创业周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开幕式

时间：2021年11月11日  上午               规模：线上 33.4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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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旭红，上海优宁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兆武，新加坡立时集团首席技
术官洪江主题演讲；
3、雏鹰奖、天使投资人 TOP30 榜单揭晓，上海云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刘春刚、大米创投合伙人龚茂泉作为创业者与投资人
代表分享。

Opening ceremony of 2021 (15th)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2021“创响中国”长三角联盟站双创生态峰会暨“Innovation+”世界500强创新需求对接会

时间：2021年11月11日 下午               规模：线上 11.4 万人次

Time:  The afternoon of November 11, 2011             Scale: 114,000 online views

1、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二级巡视员阮高峰围绕融通创新，深入探讨双创推进；
2、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政策法规处谢永健副处长对税收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
3、2021“创响中国”长三角联盟站双创生态峰会暨“Innovation+”世界500强创新需求对接会启动仪式；
4、“杨浦滨江·生活秀带”展示；
5、Innovation大企业创新需求发布；
6、长三角人工智能及数字化转型一体化发展。

1、In-depth insights from Ruan Gaofeng, level-2 insp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High Technology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on integrated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2、Easy-to-understand interpretations of tax policies by Xie Yongjian, deputy head of the Policy and Regulation Office of Shanghai Tax Bureau 
under State Taxation Administration;
3、Launching ceremony of 2021 “Innovate China” Yangtze River Delta Alliance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Ecology Summit and 
“Innovation+” Global Fortune 500 Innovation Requirement Matching Conference;
4、 “Riverside Yangpu, Beautiful Habitat for the People” presentation;
5、Publication of big corporations’ innovation requirements;
6、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2021 “Innovate China” Yangtze River Delta Alliance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Ecology Summit and “Innovation+” Global Fortune 500 
Innovation Requirement Matching Conference

亮点三
HIGHLIGHT 3

亮点四
HIGHLIGHT 4

新增“碳中和”主题日，通过资本赋能加速产业
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实现绿色创新发展。

The Carbon Neutrality Themed Day activity was added in 

the hope of accelerating green,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ulfillment of gree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capital enablement.

通过视频传播、创意海报等多种新媒体传播形式，走入青年群体视角，同时引发创业周“老朋友们”共鸣。
A number of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forms including video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ve posters were employed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young people and meanwhile strike a chord with “old friends” of the Entrepreneur Week.

Time: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11, 2021           Scale: 334,000 online views

1、A speech given by Chen Mingbo,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a video message from 
Jonathan Ortmans, president of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
2、keynote speeches from Hong Jiang,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of Nipsea Group; Leng Zhaowu, chairman of Shanghai Universal Biotech 
Co., Ltd.; Qian Xuhong, presid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nd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
3、 unveiling of Eaglet Award winners and the list of TOP30 angel investors, and experience sharing by entrepreneur representative Liu 
Chungang with Shanghai Yunku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and by investor representative Gong Maoquan, partner of Dami 
VenturesFounding Partner of Zhongding Capital, in each case, funded by EFG "Angel Fund", made theme dialogu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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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基金日 Angel Fund Day

Time:  The afternoon of November 12, 2021             Scale: 104,000 online views

1、  “Make Time Create Value”, a speech by Ni Yisong, secretary-general of EFG; 
2、 Release of the annual rankings of Shanghai Angel Capital Guiding Fund;
3、 Discussion among guests from on STEP Holdings, Suzhou Angel Investment Fund, Lighthouse Capital, Xiaomiao Longcheng 
and Conswall Capital on the angel investment logic of investing in early-stage small startups;
4、 “Hard Technology is the Absolute Principle”, a speech by Li Feng, founding partner of Summitview Capital;
5、 Discussion among Shanghai Biomedic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Fund, YuanBio Venture Capital, Danaher China, 
Hygeia Capital and Titan Heyuan on new trend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ife science industry;
6、 Discussion among STEP Holdings, CBC Capital, Redpoint China Ventures, Weimob Industry Fund and Yonyou Industry Fund 
on investment boundary of digital technology.

2021（第 11届）天使及早期投资峰会

时间：2021年11月12日 下午               规模：线上 10.4 万人次

2021 (11th) Angel and Early-stage Investor Summit

1、创业基金会秘书长倪奕松分享《让时间创造价值》；
2、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年度榜单发布；
3、接力资本、苏州市天使投资基金、远瞻资本、小苗朗程、常垒资本嘉宾探讨投早投小的天使逻辑；
4、武岳峰创始合伙人李峰分享《硬科技就是硬道理》；
5、上海生物医药创新转化基金、元生创投、丹纳赫中国、怀格资本、泰坦合源探讨生命科学产业融合发展新趋势；
6、接力资本、宽带资本、红点中国、微盟产业基金、用友产业基金探讨数字技术的投资边界。

Time: The afternoon of November 17, 2021                Scale: 27,000 online views

1、 “An Analysis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Defects of Segment Leaders”, a keynote speech by HRMAC co-founder Shi Yajun;
2、 How Can We Find the Right Person Quickly at Low Cost?”, a keynote speech by MoSeeker business director Chen Yibei;
3、 “Digital Upgrading of Commercial Insurance Benefits --- A Cost-Effective and Humane Dividend for the New Generation”, a keynote 
speech by Insgeek co-founder and COO Li Shuo;
4、 “A New Era of Digitalize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Contributes to Better Living and Working Experience in China”, a keynote 
speech by Shebaotong founder & CEO Li Xianwei;“Talent Management and Stock Option Incentive in Business Startups”, a keynote 
speech by Zhen Linyu, founder of AllBright Law Offices.

“科技改变人才的选·用·育·留”云上沙龙

时间：2021年11月17日 下午               规模：线上 2.7万 人次

“Technology-Enabled Talent Selection, Use, Development and Retention” cloud-based salon

1、HRMAC联合创始人石雅君分享主题《细分领域头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缺陷分析》；
2、仟寻MoSeeker业务总监陈怡贝分享主题《如何又快又省的招聘到合适的人才？》；
3、保险极客联合创始人&COO李硕分享主题《商保福利数字化升级，性价比与温度并存的新生代福利》；
4、社保科技（社保通）创始人、CEO李贤威分享主题《数字人力新时代为中国安居乐业助力》；
以及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甄灵宇分享主题《创业公司的人才管理以及股权激励》。

  1、搭建对接资源、资金的平台，助力企业的良性发展;
2、本次有8家天使基金资助企业参与路演，30多家投资机构和投资人到场。

时间：2021年11月13日 上午               规模：线上 11.1 万人次

时间：2021年11月13日 下午               规模：线上 11.6 万人次

1、Build a platform for matching resources with funds and promote benig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2、A total of 8 enterprises funded by Angel Fund participated in roadshows in the presence of over 30 investment institutions and investors 

this time.

Time: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13, 2021            Size: 111,000 online views

Time:   The afternoon of November 13, 2021           Size: 116,000 online views

1、力邀创业大咖分享创业故事，探讨“人生盲盒”话题，共助青年思考成长与创业，传递正能量;
2、善因实验室CEO高正、K&K艺术空间创始人孙慕仪、上海素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崔璨、文益社创始人李然等分享。

1、Star entrepreneurs wer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success stories and discuss the topic of “Life Is A Mystery Box. This activity was intended to 

deliver positive energy and help young people ponder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growth and entrepreneurship；

2、VIP speakers included: Shanyin CEO Gao Zheng; K&K Artspace founder Sun Muyi; Cui Can, general manager of Shanghai Sutu Technology 

Co., Ltd.; and Wenyi Club founder Li Ran.

周六扒早期
Saturday Party on Early - stage Investment

GCC年度创业课堂——Life Is A Mystery Box
GCC Annual Entrepreneurship Classroom ——Life Is A Mystery Box

看点一
HIGHLIGHT 1

看点二
HIGHL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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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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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创业周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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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以高校创业类社团、协会、俱乐
部等为组建对象，旨在为有创业梦想的大学生，搭建一个共享交流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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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RODUCTION OF GCC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AMPUS CENTER

GCC简介

GCC

时间：2021年11月13日 下午               规模：线上 10.4 万人次

Time:   The afternoon of November 13, 2021           Size: 104,000 online views

1、2021年创业融资共有五个关键变化，受疫情影响的创业投资市场开始复苏;

2、2021创业投资分析;

3、《后疫情时代的科技创业》主题分享。

1、Five key changes in start-up financing in 2021, and the venture capital market hit by the pandemic began to recover；

2、2021 venture capital investment analysis；

3、The keynote speech entitled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2021“创心之路”第七季创业数据研究发布》
Release of the results of 2021 “Entrepreneurship” Season-7 entrepreneurship data research results

看点三
HIGHL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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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C SUMMIT
GCC峰会

ENTREPRENEURSHIP CLASS

创业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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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因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以线下活动为主的创业课堂受到不小的影响，但 GCC 全方位调动各高
校创业类社团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校内开展创业课堂活动，并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
助，搭建平台，链接资源。并以 GCC 微信小程序为依托进行高校社团管理，提升效率。目前，通过线上线
下活动开展并借助小程序注册、管理的学校社团累积超过 50家。

2021 年创业课堂依旧致力于邀请优秀学长学姐、知名企业家、创业前辈、行业精英传授专业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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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学生的发展保驾护航。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高峰论坛 (简称GCC峰会）是每年 GCC 创业活动重头戏之一。2021年第十一届全
球创业周校园中心高峰论坛于 8月 18 日至 8 月 20 日在中国 ( 上海 ) 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 5号楼举办。本届
峰会一共从全国各地收到 700余份报名表，来自全国 28 个省份近 200余所高校，最终挑选出 48 名参会者
和 17名志愿者。

由于疫情影响，本届峰会首次采用全程线上的形式进行，虽有遗憾但也进行了一次新的探索，为举办线上活
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本届峰会设置了多个适应线上形式的活动环节，比如“视频号达人实战”、“创业问诊室”、“发现新大陆”等，
从内容建设和情感交流两个方面提高 GCC 的成员的使命感；在尽力通过环节设置弥补线上所带来的互动感
和粘性不足的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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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
ACHIEVEMENTS

首次探索线上进行大型活动

后疫情时代首次举办GCC山东分站、浙江分站高峰论坛

全年线下活动总参与人数5022人，活动总影响人数184000+人。

全年线上活动总参与人次5416人，活动总影响人数41100+人。

GCC大事记
GCC MEMORABILIA

“创业十二时辰”活动举办，共计38位大学生分别作
为活动体验官及志愿者参加了两天一夜的线下活动。

2021年 3月 13-14日

2021年第十一届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高峰论坛于 8
月18日至8月20日举办并首次采用线上形式进行。从
全国 28个省份近200余所高校中挑选出 48 名参会
者和17名志愿者进行为期3天的活动。

2021年 8月 18-20日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在2021（第15届）创业周暨全球创
业周中国站天使基金日举办“GCC年度创业课堂”主题活
动，本次活动由于疫情原因采取线上+线下方式进行，以
“Life Is A Mystery Box”为主题，吸引了116000余
位大学生分别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关注并参与。

2021年 11月 13日

2021年 5月 28-30日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山东）高峰论坛举办，本次活动
是GCC分站在后疫情时代的第一次分站活动。共计48位
大学生分别作为参会者及志愿者参与了本次活动。

2021年 10月 16-17日
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浙江）高峰论坛举办。共计38位大
学生分别作为参会者及志愿者参与了本次活动。

49 / 50

ADVOCACY & COMMUNICATION · SEEKING CHANGE

倡导传播·求变

G
C

C
 S

U
M

M
IT

G
C
C
峰
会



51 / 5241 / 42

文化建设是创业基金会有质量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021 年正值建党百年，创业基金会秉承
伟大建党精神积极开展文化创新建设，使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企业品牌文化内化于心、
外化于组织管理工作，不断提升公益组织的凝聚力、传播力、影响力。

创业基金会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组织内部管理、修订员工管理规定等，高质高效保障组织日常
管理工作；同时，创新开展“红色文化”传播、建党百年专题活动、员工培训及团队建设等，旨在通过丰
富多样的活动引导员工拓展思维、凝聚力量、提升格局，增强员工幸福感和归属感，进一步激发团队活
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EFG’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ince 2021 witnessed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PC, EFG actively inherited the great spirit of establishing the 

Party and carried out innovative cultural construction. EFG made continued efforts to boost its 

cohesion, communication and influence by internalizing the Red cultur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brand culture of innovative enterprises and applying those cultures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Meanwhile, EFG continually strengthened its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mproved the organization’s 

internal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revised employee management rules, thus guaranteeing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daily manage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In addition, EFG innovatively 

conducted various interesting activities, such as spread of "red culture", themed activities to mark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PC, staff training and team building, etc., aiming at guiding the 

staff to expand their thinking, staff training and team building activities. Those colorful activities 

helped develop employees’ thinking,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s cohesion, horizon employees’ 

horizons, boost their happiness and sense of belonging, further boost the team’s morale, and create 

a positive, upbeat cultural atmosphere.

Introduction
导语

CULTURAL CONSTRUCTION · SEEKING CHANGES

文化建设·求变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自年初起，创业基金会积极策划启动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并加大与天使
基金资助的“两新”企业联动交流，帮助企业在红色文化熏陶下健康成长；同时积极与杨浦区税务局办公室
党支部等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活动，交流互鉴，以期高效合作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保障。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 , 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直接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2021 年起，创业基金会为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首次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创业教育培训环节，在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计划中特设思想教育课程，GCC 创业课堂也特地邀请身残志坚、致力于公益事业的“道德模范”龚钰犇
分享创业心得等，以思促行，全面提升创业青年的思想道德素养，让红色精神沁入每一位有志于创业的青年
骨髓。  

为进一步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四史”学习教育贯通衔接，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6月 3 日下午，创业
基金会组织全体员工赴淞沪抗战纪念馆参观学习，感悟抗日英烈的英勇意志，感受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组织建设 CPC'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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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建党百年，创业基金会开展了为期 2个月的“建党百年每日一谈”系列活动。结合百年党史，每位
员工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验，让红色党史教育深入平时，红色基因根治入心。
倪奕松秘书长——《共产党宣言》教给我们一种如何认知世界的方法，而共产党人本身，也在这种方法中

不断的前进，愈演愈烈。所以这也在不断的鞭策我们如何客观性的看问题，如何创造性的去完成一个阶段一
个阶段的任务，如何在理解中坚持自己的立场看待事物。
申烟岑——钱壮飞烈士多才多艺，医学、美术、建筑、演艺无一不通，无一不精。而作为间谍大师，他最主要

的成就，一是获取了徐恩曾的密码本，使中共得以破译诸多情报信息，二是顺利化解了顾顺章叛变后可能到
来的暴风骤雨。
林梓——建党 100 年来的光辉历史里，中国共产党不断出台与时俱进、精准多元的利民政策，带领着人

民群众朝美好生活砥砺前行。至 2017 年，中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7亿多人。2020 年，随着贵州最后一个贫
困县摘帽计划完成，中国完成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脱贫攻坚工作的胜利是对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有力的诠
释。
王欢莹——《1921》背后的 15 个故事，回望那段峥嵘岁月，以笔寄思，以文敬史百年前，民族受尽屈辱，

吾辈不畏牺牲，以心血成就盛世。百年后，国家富强民主，吾辈定当自强，以奋斗复兴中华。如今，世界正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使命，也将将开始。
陈希昱——百年前，华夏人民饱经苦难。有识之士不断摸索着革命的方式，以救中国与封建主义与殖民主

义之水火。彼时中外革命浪潮不止，而在中华大地上，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人，结合国情，高瞻远瞩，完成
了解放全中国的壮举。此刻我们也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中华名族之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

2021年文化特色活动——庆祝建党百年系列之每日一谈
6 月 10 日，创业基金会全体员工赴浙江嘉兴南湖参观学习“红船精神”，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重温党的

历史，追溯红色记忆，接受党性教育。通过本次学习，同志们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红船精神”，即“开天辟
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有了更加生动
立体的感受和体会。

7月 1 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创业基金会党支部组织全体员工及实训基地五号楼天使基金在孵企业集中观看
了大会直播。国歌响起，全体人员肃立。直播结束后，创业基金会党员及群众结合曾经参观红色革命地经历分
享感悟。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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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在实训基地五号楼举行成立 15 周年活动。基金会秘书长倪奕
松及项目部总监朱阳带领大家回顾了基金会里程碑，新老员工一起重温基金会诞生、发展历程，再次明确基
金会未来五年的工作目标：实现公益职能有质量的发展。全员观看了特别制作的十五周年回顾视频并参与趣
味问答， GCC组委会也通过精心制作的GCC峰会回顾视频为基金会送上生日祝福，随后全体员工合影留念。

9月 26 日，全体创业基金会员工参加了周溪乔老师关于《打造高绩效团队》的培训，旨在通过半天轻松
活跃的课程凝聚团队力量、提升员工合作意识、激发员工创造活力。

集体活动 CPC'S ACTIVITIES

CULTURAL CONSTRUCTION · SEEKING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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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下午，创业基金会及实训基地五号楼天使基金在孵企业员工参加了创业基金会建党百年活
动——《民法典》培训。本次培训由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田立卿律师主讲，针对《民法典》相关内容，特别是
涉及企业相关条例，田律师进行详细梳理并与在场员工互动。

8月 5 日，杨浦区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飙同志带领办公室党支部、第四税务所党支部与上海市大学生科
技创业基金会开展“学‘七一’讲话精神 深化改革办实事”主题党日活动。座谈会上，党员同志们集体学习了习
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和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重点内容，深刻学习领会
了伟大建党精神，进一步凝聚了双方对两办《意见》的共识。

11月17日，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创业基金会及实训基地五号楼天使基金在孵企业党员参加了“创
联公社党建 +”组织的主题党日活动，20 余人赴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一大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言，从百年党史
中汲取砥砺奋进的力量。

党建工作互联互通

创业基金会成立1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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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员工

优秀员工为创业基金会公益事业蓬勃发展提供汩汩不竭动力。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2021 年创
业基金会涌现了一批在工作中高效率、高质量、高要求的优秀员工，他们乐于思考、善于学习、勤于业务，用自
身积极的正能量为创业基金会的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员工生日

端午茶话会

中秋茶话会



每个工作日上班前十分钟，由一位小伙伴为大家分享所见所闻所感，已成为创业基金会多年来传统的文
化建设内容。 读书是终身的大事。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氛围，创业基金会的小伙伴们每月都会拿出一本好书与大家分享。

每日一谈
每月一书 MONTHLY BOOK RECOMMENDATION

DAILY TALK

江佳雯 《冬牧场》

它是开发能力的能力、获得智慧的智慧、产生资源的资源，是使人类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是使人类
战胜一次又一次困难危机的根本力量。“逆思维”不是我们熟悉的“逆向思维”这个词语，“逆思维”是一
整套思想与思维体系。

“顺思维”往往会表现出自我设限、轻言放弃、缺乏独立思考与系统思维、非理性思维等，采取“逆思
维”会使人在内心中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层次健全思考体系，包括核心价值观、事业理念、战略思维、战术思维。

总而言之，“逆思维”是一种突破现状、超越自己、超越对手的思维系统与思维方式，是一种具有原创
力的、生生不息、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吉鸣——经过学习，了解到“逆思维”是多层次思维模式，也是一种高级的学习与创新能力

即使灭了某个国家，也经常会撤军，立原国君的其他子孙延续国祚；而到了战国时期，往往灭国就意
味着吞并？这件事情的基础，是认同感。春秋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虽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
实则各地差异极大，有的国家像部落，国君像酋长，即使征服了该国，也无法直接统治。到了战国时期，
民族融合度大大提高，华夷之别已然明确，灭国后新获得的人口，能快速变成自己人。随着邻国不断吞并
小国变得越来越强大，偏安意味着慢性自杀，唯有变法才能迅速提高自身实力，在这个大争之世生存下去。
于是，几乎战国七雄的每个国家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变法。

申烟岑——为什么在春秋时期，战争多为惩戒

如果说一个产品，他口碑好，质量高，价格低，家喻户晓，畅销几十年，老板娘还是个营销天才，国际巨星
“免费”给他代言，这样的公司还会混到上市6年蒸发80%市值，想退市都失败的尴尬境地么？没错，还真有，
他就是“金嗓子”。作为国民润喉糖，现在依旧占据着很大的市场份额，可就像那句话说的——“有的产品活
着，但它的公司却死了”，曾经风光无限的润喉糖大王金嗓子，上市 6 年，却依旧没能改变自己产品单一、营销
方式单一、主营产品收入单一的问题。

这两年，像金嗓子这样曾经家喻户晓的国民品牌，一个接一个的衰败。汇源、雨润、贵人鸟、富贵鸟、达芙
妮、美邦、拉夏贝尔、海澜之家、华晨、力帆、三胞、金立等等，不是在破产边缘，就是在退市边缘，关店的关店、
退市的退市、被收购的被收购，这些曾经的果汁大王、猪肉大王、鞋王、国货之光，可能他们需要的并不是“野
性消费”，或许只是有时间去适应新的商业环境，一个品牌的崛起并不容易，相信国货可以再次发光，国家不
断强盛。

赵俊——从行业第一到退市失败——金嗓子的创业故事

蔡加尼克效应：比起你已经完成的任务，一项没有完成会被打断的任务会让你印象更深。比起已经看
过的综艺和影视剧，下一集总是个小妖精，在心里占据更显著的位置，吊人胃口。

登门槛效应：拜托别人帮忙时，最好先提出一个小一点的要求，等对方答应后，这样他就比较容易接
受更大的要求。跟别人提要求是不要刚开始就提很高的要求，先提小要求再通过鼓励，逐步向其提出更高
的要求，不过还要注意看住自己的门槛，该拒绝的时候也要拒绝。

唐志伟——和大家分享一些有趣实用的心理学效应

该散文集讲述了作者李娟跟随新疆哈萨克牧民居麻一家深入冬牧场生活，一路往南迁
徙，最后驻扎到渺无人烟的地窝子里。牧民的生活虽然艰苦单调，在李娟看来也透着美
好。羊群晚归的夜晚，女人冒着大雪爬上沙丘等待羊群归来，归来的男主人显得宽厚的身
影，一路行来，冬季草原的荒丘大雪、明月犬吠，让晚归的牧人那悬着的心渐渐地沉静下
来。

游牧的生活是清贫的，在冬天更是艰辛。虽然他们的生活很艰辛，但仍然每天期待着
生活，就像李娟书中写的：“人之所以能够感到‘幸福’，不是因为生活的舒适，而是因为
生活得有希望。”在无际的荒野和漫长的冬天中，他们用双手撑开的一小团温暖与安宁。
虽然微弱，却足以与之抗衡。

夏萁萱《浮生六记》

林语堂说：“如果有哪一本书值得反复一读，那就是《浮生六记》。因为我真诚地相信，一个
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地过一辈子，是宇宙间之至美”。《浮生六记》全书仅 3万余字 ,40 年代
已有多家出版社至少印行了 50 余版次，不少出版社在短时间内一印再印，甚至一家出版社在
不到 10 年间就印行 8次之多，可见其对后世的影响力之大。这本书主要介绍了沈复对他的爱
情生活、人生变故、闲情逸趣、浪游快记的生活描述，展现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性格特点和审
美情趣。读来却让人羡慕、感叹世事无常，可细想，这何尝不是我们可能将经历的人生呢？读此
书，有人看见悲欢离合、有人细品闲情雅趣、有人倾慕佳人在侧，更多的是对自我生命的思考。

金晨《刑法罗盘》
罗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2008 年至今入选历届中国政法大学“最受本

科生欢迎的十位老师”。2018 年入选中国政法大学首届研究生心目中的优秀导师。主持教育部人
文社科项目、政法大学校级青年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公安部、司法部等多个科研项目。罗翔老师一
直在法大同学中拥有超高人气，也是法考名师，2019 年，其刑法课视频意外爆红网络。2020 年 
3 月，罗老师正式入驻 bilibili，一天粉丝破百万，创造“最速百万粉传说”，目前 B站粉丝已超过
950 万。

本书共分为以下 5大部分：“入罪之前”、“不等于不”、“寻衅滋事”、“罗生门之判”、“你的权
利”。共收录罗翔教授的 40 余篇随笔文章 , 罗老师在书中通过盘点一系列社会热点案件，探讨了
刑法义理及其适用，盘点了丰富的法治知识与人文理念。作者笔调自省而尖锐，洋溢着责任感与人
文情怀。本书不仅启蒙读者的法律思维与维权观念，更可以帮助理解刑法背后更深层次的哲学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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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基金会2021年大事记
EFG’s Chronicle of Events in 2021

2021年1月14日至15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2020年度分会工作总结会议，

总结年度工作成果，表彰年度特优分会优秀分会及先

进工作者。2020年创业基金会携手各分会，克服疫情

困难，加大工作力度，全年共资助项目426个，再创

历史新高。会议提出2021年将持续关注创业者的赋能

与培育，在完成天使基金各项指标的基础上，提升资

助项目的质量，体现更高的社会价值。

2021年1月18日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团校）与上海市大

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创业基金会将

在上海团校设立“天使基金”首个海归青年创业项目

受理辅导点，将携手“天使基金”和“护航计划”，

助推海归青年成长发展，投身创业实践。

2021年3月4日

市科委副主任陆敏、创新服务处处长刘晋元、

市科技创新中心副主任石政，市教委科技处葛昊一

行赴创业基金会调研。创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了基金会十五年发展历程和各方面工作经验及成

果，市科委、市教委领导对创业基金会取得的成绩

表示了充分肯定，并提出工作要求和期望。

January 18, 2021

Shanghai Youth College of Management (CCYL Shanghai School)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M) with Shanghai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for Graduates (EFG). EFG 

will set up the first returned youth entrepreneurship counseling center 

under “Angel Fund” at CCYL Shanghai School and join hands with 

“Angel Fund” and “The Convoy Plan” to promot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returned youth and encourage them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January 14-15，2021

EFG convened 2020 annual summary conference on the work of 

chapters,  which summarized the annual  work resul ts and 

commended exceptionally excellent chapters, excellent chapters and 

advanced workers. Throughout 2020, EFG together with all its 

chapters worked harder despite the pandemic and funded a total of 

A P P E N D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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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4, 2021

A group of people including Lu Min (deputy director of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Liu Jinyuan (head 

of the Innovation Service Office under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Shi Zhen (deputy director of Shanghai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and Ge Hao (officer from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e under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paid a survey visit to EFG. The relevant responsible 

person of EFG briefed the visitors on the organization’ s 15-year 

development course and its work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in all 

aspects, and leaders of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and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fully 

recognized EFG’ s achievements and raised certain working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大事记
CHRONICLE OF EVENTS

影响力传播
P R O M O T I O N

61 / 62

大事记
Chronicle of events

A P P E N D I X

附  录

426 projects, an all-time high. According to this meeting, EFG would 

pay continual attention to the enablement and fostering of 

entrepreneurs in 2021. The organization would try to boost the quality 

of funded projects and demonstrate higher social value on the basis 

of fulfilling all targets of Angel Fund.



2021年4月21日

奉贤区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启动暨首批项目签约

仪式在奉贤区会议中心举行。市科委和奉贤区领导以

及市区两级政府部门有关负责人等出席了启动仪式。

市科委副主任谢文澜、奉贤区委副书记骆大进共同为

“奉贤区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揭牌，奉贤区副区长

顾佾致辞，获奉贤科创基金首批“雏鹰计划”资助企

业正式签约。

2021年4月27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2021年第一季度分会工作会

议，会议解读了2021年第一季度全年“申请、评审、

资助、退出及预警”等各项数据，对“天使基金”新

项目管理系统正式上线后的工作流程等内容进行操作

功能解读和讨论分享。

2021年5月21日

第57期创业训练营（创业谷）开营，自本期创业

训练营起，由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上海市学生事务中

心与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联合主办，各方发挥

并导入各自领域资源，推动“创业谷”以多方合作模式

进一步为有志于创业的学员助力赋能，成为学生创新创

业资源整合的载体、创业政策落地的窗口、指导帮扶创

业的平台以及创业文化交流的阵地。

May 21, 2021

The 57th session of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started. Starting from this 

session, the training camp will be co-hosted by Shanghai Employment 

Promotion Center, Shanghai Student Affairs Center and Shanghai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for Graduates (EFG). These 

organizations will introduce the resource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to 

April 15, 2021

A group of people including Wang Ying, deputy director of China 

Employment Training Technical Instruction Center ( “CETTIC” ), 

accompanied by Zhou Xiawei, deputy director of Yangpu District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Bureau, visited EFG for a 

survey on employment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graduates and other 

work. The relevant responsible person of EFG briefed the visitors on 

the foundation’ s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accompanied them during 

their visit to two start-ups based in Building 5#.

April 21, 2021

The launch ing ceremony o f  Fengx ian D is t r ic t  Techno logy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for Graduates and the signing ceremony 

of the first batch of funded projects was staged at Fengxian District 

Convention Center. Present at the launching ceremony were leaders of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leaders of 

Fengxian District, and relevant responsible persons of relevant 

municipal and district-leve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the ceremony, 

Xie Wenlan, deputy director of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and Luo Dajin, deputy secretary of CPC 

Fengxian District Committee jointly unveiled the nameplate of 

“Fengxian District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for 

Graduates” , Gu Yi, deputy head of Fengxian District Government, 

gave a speech, and the first batch of enterprises funded by the Eaglet 

Program of Fengxian District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for Graduates signed contracts.

April 27, 2021

EFG held its conference on the work of chapters for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1. The meeting interpreted various data including “application, 

review, funding, withdrawal and pre-warning” for 2021Q1 and 

explained, discussed and shared experience on the workflow after the 

official launch of “Angel Fund” new project management system and 

other issues.

2021年4月15日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王颖一行在杨

浦区人社局副局长周遐玮等陪同下，赴创业基金会调

研高校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工作。创业基金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了基金会的发展历程，陪同走访了在驻五号楼

内的两家创业企业。

2021年3月12日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团校）副院长朱红

一行来访创业基金会。创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了

基金会的相关业务情况，朱红副院长介绍了上海团校

的总体情况，双方就落实合作备忘录有关事项达成共

识。

March 12, 2021

A group of people led by Zhu Hong, vice president of Shanghai Youth 

College of Management (CCYL Shanghai School), visited EFG. The 

relevant responsible person of EFG briefed the visitors on the 

organization’ s relevant operations, while Mr. Zhu Hong gave a brief 

report on CCYL Shanghai School’ s overall situation. Both sides 

reached a consensus on fulfillment of relevant matters under the 

previously signed MOM.

2021 年 3月 30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

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市科委、市教委、市财政局等单

位理事及监事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基金会

2020 年度创业基金会审计报告和 2020 年度工作预

算，以 及 创 业 基 金 会 第 三 届 理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2016-2020）和 第 三 届 理 事 会 财 务 报 告

（2016-2020）。会议同意基金会参与优化微贷通服务

产品及根据本市 2021 年年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

要求制定“天使基金”阶段性措施。在第四届理事会第一

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理事、监事及理事

会、监事会负责人。会议充分肯定基金会过去五年取得

的显著成效，实现了第三届理事会既定目标；希望未来

五年，继续秉承初心，深耕公益，全面提升“天使基金”资

助服务质量，聚焦有质量、可持续发展。

2021年 4月 10日 

2021 年度中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上海市

启动大会暨“兆易创新杯”第十六届中国研究生电子设

计竞赛“Arm杯”上海赛区启动仪式在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松江校区举行，本次赛事同时也揭开了 2021年上海

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的序幕，创业基金会相关

负责人出席仪式并介绍了本年度研究生双创计划安排。

March 30, 2021

EFG convened the 11th meeting of its 3rd council and the 1st 

meeting of its 4th council. Institutional council members and 

supervisors including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and 

Shanghai Municipal Finance Bureau attended the foregoing 

meetings. The meetings deliberated and adopted EFG’s 2020 annual 

audit report and 2020 annual work budget as well as the work report 

of EFG’ s 3rd Council (2016-2020) and the financial report of EFG’ s 

3rd Council (2016-2020). The meetings agreed that EFG would 

participate in the efforts to optimize Wei Dai Tong service products 

and work out Angel Fund’ s phased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Shanghai municipality on the work of employment of 

college graduates in 2021. At the 1st meeting of EFG’ s 4th Council, 

the council members and supervisors of EFG’ s 4th Councils as well 

as the leaders of the council and supervisory board were elected. 

The meeting fully recognized EFG’ s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concluded that the goals of the 3rd Council had been 

achieved. EFG was expected to continually adhere to its original 

intention of promot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ngel Fund’ s funding service and focus on 

high-qua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coming five years.

A P P E N D 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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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10, 2021

The Shanghai Launching Conference of 2021 China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 Practice Competitions and the “Arm Cup” Shanghai 

Competition Region Launching Ceremony of the “GigaDevice Cup” 

16th China Graduate Electronics Design Contest was held at the 

Songjiang Campu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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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vent also kicked off 2021 Shanghai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Training Program (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 The relevant 

responsible person of EFG attended the ceremony and outlined the 

arrangements of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for the current year.

spur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to further assist and enable trainees with 

entrepreneurial spirit under a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model and to 

become a carrier for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ource 

integration, a window for implement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policies, a 

platform for guiding and support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a salon for 

entrepreneurship cultural exchange.



2021年5月25日

创业基金会组织建党百年系列活动，邀请广发律

师事务所律师，面向基金会全员及入驻实训基地五号

楼的“天使基金”资助企业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与时俱进深入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制意识

并落实到日常各项工作。

2021年 6月 3日

创业基金会开展建党百年系列活动，把党史学习教

育与“四史”学习教育贯通衔接，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

走实，组织全体员工赴上海党史教育基地淞沪抗战纪念

馆参观学习，感悟抗日英烈的英勇意志，感受中华民族

的浩然正气。

2021年 6月 4日

根据上海市教委等本市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做

好 2021 年上海市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为

促进本年度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创业基金会新增

帮助大学生创业的措施，2021年内获“雏鹰计划”资助

的应届上海高校毕业生首次日还款顺延 6个月，并将优

先获得参与创业培训、初创项目辅导等机会。

June 4, 2021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ircular on Doing a Good Job i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of the Graduates of Shanghai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2021” jointly issued by nine municipal 

departments including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to promote the employment of the graduates of Shanghai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current year, EFG took new measures to 

assist in graduate entrepreneurship. For fresh graduates of 

Shanghai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unded under Eaglet Program 

within 2021, the date of initial repayment will be extended by six (6) 

months and they will be given priority in terms of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entrepreneurial training and start-up coaching.

2021年7月1日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

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创业基金会组织全员

及天使基金实训基地五号楼在孵企业集中观看了会议直

播，全体人员齐唱国歌，共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会

议直播结束后，创业基金会全体党员及群众结合党史理

论学习教育和参观走访内容，分享心得及感悟。

July 1, 2021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entral Committee,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ceremony 

mark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EFG 

organized all its employees and incubated enterprises based at 

Building 5# of Angel Fund’ s Training Base to watch the live 

broadcast of the ceremony together. The whole audience sung the 

2021年6月10日

创业基金会开展建党百年系列活动，组织党员和

群众赴浙江嘉兴南湖走访“天使基金”资助企业“初心

馆”并参观学习“红船精神”。通过本次活动，追寻革

命先辈的足迹，重温党的历史，追溯红色记忆，接受党

性教育，同时了解了创业企业资助后的经营发展情况，

将党建活动与企业走访工作紧密结合。

June 10, 2021

As part of the activities to mark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 EFG organized a number 

of Party members and ordinary people to visit “Chu Xin Guan” , an 

enterprise funded by Angel Fund in Nanhu, Jiaxing, Zhejiang Province 

and experience the “Red Boat Spirit” . Through this visit, all participants 

followed in the footsteps of our revolutionary martyrs, revisited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traced the red memories and received Party spirit 

education. Meanwhile, EFG closely combined the Party building 

activities with the work of visiting enterprises by collecting information 

about rec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of the funded startup.

A P P E N D I X

附 录

May 25, 2021

As part of the activities to mark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FG invited lawyers 

from GF Law Firm to give lectures on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to all EFG people and Angel Fund 

supported enterprises based in Building 5# of the Training Base. 

This activity was intend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 by studying 

legal knowledge deeply, sharpen the consciousness of legal 

system and apply it to daily work.

June 3, 2021

As part of the activities to mark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 EFG 

combined th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of the Party’ s history with th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of the “Four Histories” by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of down-to-earth learning and education. EFG organized 

all its staff members to visit Shanghai Songhu Memorial Hall for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 education 

base of the Party’ s history in Shanghai. Through this activity, all 

EFG people experienced the bravery of anti-Japanese heroes and 

the great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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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月 11日

2021 年度上海市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

创星孵化营开营仪式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团

校）举行。此次研究生计划首次实行了全封闭式授课，并

首次设置思政课程，在传授创业实践知识的同时，引导

大学生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021年 7月 15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 2021 年半年度分会工作会议，

总结了截至上半年度“申请、评审、资助、退出及预警”等

工作完成情况，分析创业教育、预警案例等维度工作，介

绍了即将启动的科创助力贷业务，为下半年工作开展做

好充分准备。

July 15, 2021

EFG held its conference on the work of chapters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21. The meeting summarized the fulfillment status of 

“application, review, funding, withdrawal and pre-warning” work 

d o n e  b y  2 0 2 1 H 1 ,  a n a l y z e d  i t s  w o r k  i n  a s p e c t s  l i k 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e-warning cases, and 

introduced the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Assistance Loan 

business to be initiated. All this set the stage for EFG’ s work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July 11, 2021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Star Incubation 

Camp under 2021 Shanghai Postgraduate Innovat 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Training Program was staged at Shanghai 

Youth College of Management (CCYL Shanghai School). This 

year’ s Postgradu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gave totally-enclosed lectur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ddition, it also 

offer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order to 

help young college/university graduates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 while imparting entrepreneurial practical 

knowledge.

national anthem in chorus to celebrate the 100th birth of the CPC. 

After end of the live broadcast, all Party members and non-Party 

members of EFG shared their thoughts and experience based on 

their theoretic learning and education of the Party’ s history and 

their surveys and vi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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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月 18-20 日

2021 第十一届全球创业周校园中心高峰论坛

（GCC峰会）在线举行，本次峰会首次采用直播形式进

行，共有来自 50 余所高校的 65 名全国大学生创业社

团成员参与。9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创业者、企业家、投资

人，作为创业导师与参会者通过情境游戏等方式对相关

行业基本情况进行分析，交流分享创业经验，激发参会

者创新思维。

2021年 8月 26日

创业基金会在实训基地五号楼举行成立 15 周年

活动。创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带领大家回顾了基金会里

程碑，新老员工一起重温基金会诞生、发展历程，明确未

来五年的工作目标：实现公益职能有质量的发展。全体

员工合影留念并观看了十五周年回顾视频，共同参与创

业基金会发展历程互动问答， GCC 组委会精心制作

GCC峰会回顾视频为基金会送上生日祝福。

August 26, 2021

EFG held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its founding at Building 5# of the 

Training Base. The relevant responsible person of EFG led all 

employees to review the mi lestones in the Foundat ion’ s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to reiterate EFG’ s overall goal for the 

following five year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2021年9月26日

首次创业谷进阶营在上海团校正式开始为期4天

的培训。本次进阶营邀请了知名投资人、上海团校副

教授、律所合伙人等为学员们带来了丰富的创业和法

律知识等。经选拔筛选后10个项目参与了模拟路演环

节，后续将有机会获得创业基金会“天使基金”资助

及资源对接等专业服务。

September 26, 2021

The first Advanced Camp of Entrepreneurship Valley officially started its 

4-day training session at CCYL Shanghai School. The Advanced Camp 

invited famous investors, associate professors of Shanghai Youth 

League School and partners of law firms to share their abundant 

2021年9月3日

市科委副主任谢文澜、二级巡视员过浩敏，市科

委资管处处长俞清、人才处副处长曲介庸、创新处一行

赴创业基金会调研指导。创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汇报了

成立15年来公益资助大学生创业企业工作成果和今后

五年的发展方向。市科委副主任谢文澜充分肯定了创业

基金会工作成效，希望基金会加强对所资助创业企业生

存状态及外部有代表性创业企业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

规律，培养出更多优秀企业；同时希望基金会继续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借助政府及其他机构资源，联合联动，

更好服务创业企业，进一步提高其成功率并扩大自身影

响力。

September 3, 2021

A group of people including Deputy Director Xie Wenlan and Level-2 

Inspector Guo Haomin of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Yu Qing, head of Asset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Qu 

Jieyong, deputy head of Labor Resource Department; and people from 

Technology Innovation Department) paid a visit to EFG for research and 

guidance. The relevant responsible person of EFG report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Foundation’ s funding graduate startups in the past 15 

years and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following five years. Xie 

Wenlan, deputy director of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fully affirmed EFG’ s achievements and hoped that EFG 

would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the survival state of funded startups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 startups, provide valuable laws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foster many more excellent enterprises. He also 

hoped that the Foundation w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and utilize the resources of government and other 

institutions to better serve startups, further improve their success rate, 

and expand EFG’ s influence

August 18-20, 2021

2021 (11th)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ampus Center Summit 

(GCC Summit) was held online. This event was conducted via live 

streaming for the first time and attracted the participation of 65 

members of graduate entrepreneurship groups from more than 5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s business mentors, nine (9) 

entrepreneurs, business owners and investors from different 

2021 年 7月 27日

创业基金会召开 2021 年度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

半年计划会议， 各部门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本部门上半年

考核指标完成情况、下半年工作计划和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及解决措施，各部门员工对创业基金会各项业务工作

进行交流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创业基金会相关负责人总

结，根据理事会要求基金会未来五年的“实现公益职能有

质量发展”总体目标，下半年着重关注项目资助和后续跟

踪服务，做好有质量的公益资助，实现既定目标。

July 27, 2021

EFG convened its 2021H1 work summary and 2021H2 planning 

meeting. At this meeting, the head of each department explained the 

fulfillment status of the department’ s KPIs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with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its work plan for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as well as problems existing in departmental work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Meanwhile, the employees of 

each department shared their thoughts and experience on all 

operations of EFG and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summary by the relevant leader of EFG, based on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welfare function” set by EFG Council for the foundation in the coming 

five years, EFG sha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oject funding and 

follow-up service, do a good job in high-quality public funding and 

fulfill preset goal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year.

2021年8月5日

创业基金会党支部赴杨浦区税务局与办公室党支

部、第四税务所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创业基金会

党支部参观了杨浦区税务局“百年党史长廊”、“税立

方”专家咨询室等地方。党员同志们集体学习了习总书

记“七一”讲话精神和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重点内容。杨浦区税务局张

飙副局长向创业基金会赠送了“税立方”服务项目宣传

册，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合作，服务创业企业。

August 5, 2021

The Party branch of EFG visited Yangpu District Tax Bureau to conduct 

the themed Party Day activity together with the Party branch of the 

General Office and the Party branch of the No.4 Tax Office of Yangpu 

District Tax Bureau. EFG Party Branch visited the "100-year Party 

History Gallery" and "Tax Cube" expert counseling room of Yangpu 

District Tax Bureau. All party members studied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July 1" speech and the highlights of the "Opinions 

on Further Deepening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Reform" issued 

by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Deputy Director Zhang Biao of Yangpu 

District Tax Bureau presented a brochure of the "Tax Cube" service 

items to EFG a grift, and the two sides decided to further strengthen 

cooperation to serve business start-up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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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 function. After posing for a group photo, all the staff watched 

the 15th anniversary retrospective video and had a quiz on EFG’ s 

development history. The GCC Organizing Committee celebrated 

EFG’ s birthday with a well-prepared GCC Summit retrospective 

video.

entrepreneurial and legal knowledge with the trainees. After rigorous 

selection, 10 projects participated in mock roadshows and would gain 

access to EFG’ s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cluding Angel Fund’ s 

funding and resource matchmaking in the future.

industries analyze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relevant industries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the audience in situational games, exchanged and 

shared their entrepreneurial experiences, and stimulated the 

participants' innov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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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月 26日

创业基金会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上海团校）

召开 2021 年第三季度工作总结会议。总结了截至第

三季度各项指标数据完成情况，及工作进度，同时对科

创助力贷、创业周等重点工作的筹备和进展情况做了

详细介绍。会议肯定三季度工作成绩的同时，希望大家

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在第四季度向年度目标冲刺。会

后全体与会人员参观了上海团校校史馆，学习领悟革

命先辈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

2021年 12月 1日

在市科委指导下，市科创中心、创业基金会与首批

试点银行签订了“科创助力贷”三方协议，正式启动“科

创助力贷”服务产品，首批试点银行之一的上海农商银

行仅用 3个工作日就为两家企业出具了首份“01”号推

荐函，标志着企业首批获得“科创助力贷”支持。

2021年 12月 15日

上海青年干部管理学院（上海团校）、创业基金会联

合组织“青年创业项目展示推介” 首期活动在上海团校

举行。包括入驻公共实训基地五号楼在内的数十家“天

使基金”资助企业和青年创新创业者们，在上海团校的

先驱广场参加了首场青年创新市集活动。2022 年将定

期开放先驱广场举办青年创新集市、广场路演等各类活

动，上海团校的“梦创工坊”内，首批“天使基金”资助企

业及产品已入驻并通过不断更新，成为展示创业企业风

采的窗口。

December 15, 2021

The first "Youth Entrepreneurship Project Presentation" 

co-hosted by Shanghai Youth College of Management (CCYL 

Shanghai School) and EFG was staged at the Shanghai Youth 

League School. Dozens of "Angel Fund" funded enterprises 

operating in Building 5# of the Public Training Base and young 

innovators and entrepreneurs attended the first Youth Innovation 

Bazaar at the Pioneer Square of CCYL Shanghai School. 

December 1, 2021

Under the guidance of Shanghai Municip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 Shanghai Technology Innovation Center 

and EFG signed tripartite agreements on the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Assistance Loan" with the first batch of pilot 

banks, which signaled the launched of the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Assistance Loan" service product. Shanghai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Bank, one of the first pilot banks, 

issued the first "01" reference letter for two enterprises within only 

three working days. This meant the first batch of enterprises had 

r e c e i v e d  f i n a n c i n g  s u p p o r t  f r o m  t h e  " Te c h n o l o g y  

Entrepreneurship Assistance Loan".

2021 年 11月 11日至 11月 16日

由创业基金会主办的 2021（第 15届）创业周暨

全球创业周中国站活动在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举行。上

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致辞并宣布创业周开

幕，市政府相关委办、杨浦区领导，业界嘉宾和创业者

以线上及线下方式出席开幕式。本届创业周特别策划

了创业周十五周年互动体验展，带创业者领略创业周

与创业基金会十五年间的陪伴时光。创业周为期 6 天

共举办活动场次 46场，现场参与 2000多人，线上线

下参与人次共计约 161万。

November 11-16, 2021

The 2021 (15th)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Week China event 

organized by EFG was held at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ashion 

Center. Chen Mingbo,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Shanghai 

Municipal People's Government, del ivered a speech and 

announced the opening of the Entrepreneurship Week. Leaders of 

relevant municipal government committees and offices, leaders of 

Yangpu District, industry guests and entrepreneurs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in an online or offline manner. During this year's 

2021年11月18日

浦东新区团委书记高远一行赴创业基金会调

研。双方分别介绍了各自在创新创业方面开展工作

的情况，就进一步加强浦东团委和创业基金会的联

动，推进创业培训、资助等深入合作进行了探讨。

November 18, 2021

A group of people led by Gao Yuan, secretary of Chines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Committee of Pudong New Area ( “Pudong CCYL 

Committee” ) paid a survey visit to EFG. Both sides introduced their 

respective work 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discussed 

issues including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linkage between Pudong 

CCYL Committee and EFG and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and funding.

October 26, 2021

The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 held a work summary meeting for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1 at the Shanghai Youth College of 

Management (CCYL Shanghai School). The meeting summarized 

the fulfillment status of KPIs and the progress of work by the third 

quarter, and elaborated on the preparation and progress of key tasks 

such as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Assistance Loan and the 

Entrepreneurship Week. While recognizing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third quarter, the meeting hoped that everyone would work hard 

together and try to fulfill the annual targets in the fourth quarter. After 

the meeting, all the participants visited the History Museum of CCYL 

Shanghai  School  to  learn about  the hard s t ruggle  o f  the 

revolutionaries in the past and their indomitable will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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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epreneurship Week, a special interactive experience exhibition 

for the 15th anniversary of Entrepreneurship Week was held in 

tribute to EFG’ s cons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Entrepreneurship Week 

in the past 15 years. A total of 46 activities were held during the 

6-day Entrepreneurship Week, with more than 2,000 participants on 

site and a total of about 1.61 million people involved online and 

offline.

Various activities including Youth Innovation Bazaar and Square 

Roadshow will be held on a regular basis in 2022. The "Dream 

Workshop" in CCYL Shanghai School has witnessed the 

operations of the first batch of enterprises financed by "Angel 

Fund" and the launch of their products. Through constant 

updates, the "Dream Workshop" has become a window to 

showcase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start-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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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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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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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鹰计划雄鹰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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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得资
助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可享哪

些相关创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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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基金会出资
部分，出资须以货币形式。

详情见创业基金会官网：

   www.stef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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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申请天使基金 创业基金会官方微博

联系
我们

021-5523 8582（沈老师）

fund@stefg.org
2021年创业基金会员工合照



创业谷EFG创业训练营

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计划

招募合作方与相关培训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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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专家 联系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021-5523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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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老师       联系电话：021-5523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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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相关培训导师 联系人：沈老师      联系电话： 021-5523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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