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 12月， 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财政局出台了新一轮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

在融资支持方面，将企业担
保贷款金额提高到了 300万，个
人创业贷款免担保额提高到了
50 万；在场地支持方面，在原有
经营场地房租补贴基础上，出台
了创业团队孵化工位费补贴；在
降低成本方面，成立三年内的创

业组织吸纳就业给予社会保险
费补贴；在能力提升方面，青年
创业见习补贴时间延长到了 12

个月。

意向创业者或已创业者可
关注市人社部门 “海纳百创”微
信公众号，了解政策详情，并到
创业组织注册经营所在区就业
促进中心提出政策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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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六届上海市创业新秀评选活动，近日正式启动了！尽管

宏观经济形势趋紧，但在上海这座大都市，创业的热潮，依旧激情澎湃。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唤起了许许多多上海居民的创业热情，创

业的种子，在浦江两岸发芽。但创业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创业者们在风

雨中前行，挥洒汗水和泪水，虽然历经坎坷和磨难，但脚步依然坚定执

着，尤其是那些在创业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创业新秀，经过风雨的洗礼，

身姿更加矫健挺拔，为了实现心中梦想，努力奔跑永不停歇。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2018 年度上海
市居民创业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创
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每个创业
企业平均创造 8.8个就业岗位， 连续创业
者，在创业企业规模、社会效益贡献度方
面表现更为出色。方诗魂就是个典型。

在 2018年本市人社部门主办的第三
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上海选拔赛
暨第四届上海创业计划大赛上，方诗魂的
创业项目———食亨，跻身 5强。

虽然还是位年轻的 90后， 但在创新

创业的道路上， 他已经奋斗了 10余个年
头了。首次创业是开办了一家留学咨询公
司。2014年国外求学归国后， 心中创业火
苗蠢蠢欲动，努力在充满机遇的上海寻求
切入点。

经过 2年的观察，凭借着敏锐的商业
嗅觉与高度的创新意识， 方诗魂发现在
中国外卖代运营行业发现了巨大的商
机。 很多传统餐饮企业深耕于生产与品
控，而缺少专业化的线上服务团队，不具
备精细化运营的能力。2017 年，方诗魂毅
然决定再次创业， 创办了一家外卖餐饮
与新零售的代运营公司“食亨”。“我们就
是想通过我们所擅长的线上数据运用优
势，帮助餐饮品牌赋能，在线上获得交易
额的稳定增长，然后一起变强”，方诗魂
如是说。

短短一年多的发展，“食亨”迅速成为
外卖餐饮行业的黑马， 为包括星巴克、联
合利华等在内 400 多个全国餐饮连锁品
牌以及众多大中小连锁品牌和单店提供

线上运营服务，并迅速以上海为中心拓展
到北京、广州、深圳、成都等 20余个城市，

创业团队人数达到 750人，业务覆盖超过
全国 240个城市。

回首创业历程，方诗魂提到对市区人
社部门的帮扶指导尤为感恩。他说：我们
公司创业初期，发展很快，一年时间，员工
就快速扩充到 500人，需要很多懂互联网
和互联网餐饮的专业人员，但由于是创业
公司，知名度还不高，难免招人遇阻。虹口
人社部门主动上门服务，推荐了很多优秀
大学生，介绍了见习补贴、社保补贴等一
系列扶持政策，既解决了招不到人的燃眉
之急，又为公司降低了人工成本。大学生
的留用率达到 80%， 与我们企业一起成
长。此后，人社部门定期上门关心，对规范
用工方面予以指导， 公司成立 2年至今，

没有发生过一起劳动纠纷；同时，还推荐
我们参加了上海市创业大赛，对我们公司
的品牌传播帮助巨大， 还顺利获得 50万
的政策性担保贷款支持。

近年来，上海人社局等各委办局发扬
店小二服务精神，出台大量支持小微企业
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提供贴心周
到的服务，激发了民众的创业热情，使创
新创业的活力进一步释放。 上海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近期发布
的 《2018年度上海市居民创业状况调查
报告》 显示， 上海居民创业活动率为
12.7%， 比 2017年上升 0.1个百分点，十
年来整体创业活动率持续走高认为本市
创业氛围非常浓厚和比较浓厚的居民占
到 45.3%。

创业企业的健康成长，又进一步扩大
了“创业带动就业”效应。自 2009 年市政
府实施了三轮“创业带动就业三年行动计
划” 以来， 上海累计帮扶引领成功创业
10.6万人，带动就业 82.5万人。抽样调查
数据显示，每年新增就业岗位中，近 60%

是由初创期创业企业所创造的。创业带动
就业的倍增效应逐步发挥，确保了上海就
业局势的整体稳定。

像方诗魂这样的海归创业，越来越
多。在 2018年中国创翼大赛上，上海一
位 90后海归的创业项目 “爱降解”，荣
获了一等奖。

在复旦大学创业基地一个二十平
方米不到的办公室里，我们找到了项目
负责人王力，他与 4位创业伙伴就在这
里办公。与他以前在美国硅谷知名医药
公司的豪华办公室相比，这里显得很局
促，不过，他并不怎么在乎。

他指着办公室里一台家用空调净
化器大小的机器，自豪地说：“这就是我
们研发生产的家用‘爱降解’湿垃圾处
理机，家里的湿垃圾，倒进去后，就不用
管了， 它会自动工作，24 小时就能把
90%的湿垃圾降解成水、二氧化碳，剩余
的残渣，最后变成了固体有机肥，一个
月清理一次就可以了。机器里面的专用
菌种，就是由我们公司负责提供，一年
只需更换 2-3次菌种。”

湿垃圾的生物降解法是目前最绿色
环保的一种处理方法。以前，上海一些
小区曾经从日本引进过这类湿垃圾生
物降解设备， 但由于进口菌种昂贵、处
理时间长以及不适应国内状况，不少设
备变成了摆设。如何筛选出更适合国内
环境的菌种并实现国产化呢？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院孙栋林、桂晓琳教授，在实验
室研究了几十年， 一直惦念着如何把这
一科研成果转化。2017年，孙教授决定邀
请王力回国来帮助他将技术产业化。

王力，是他的爱徒，本科时在复旦
生命科学院就读，后来赴美国杜克大学
生命医学院读研究生，2014 年毕业后，

在硅谷一家知名医药公司搞科研。接到
孙教授的邀请， 王力毫不犹豫地答应
了。他说，“孙教授希望我们把这套技术
转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学了这么多年
生物学，看到了它的应用前景，学以致
用，解决社会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差一年，就要拿到美国绿卡了，放弃绿卡回国创业，

虽然可惜，但家人也很支持，认为目前中国创业时机很好。

王力和其他 4位复旦校友，组建了创始团队，孙教授、桂教
授担任科学顾问，“爱降解”诞生了。复旦大学为支持他们创
业，为他们提供免租金的办公场地。为了项目的顺利落实，

创业团队反复筛选菌种进行测试。结果令人满意，筛选出的
菌种，适应性更强；依托他们的技术与设备，每吨湿垃圾的
处理成本 200元，设备比日本进口设备便宜了三分之一。

2018年，他们参加了创业大赛，在环保组别创业项目
中技术领先、拔得头筹。谈到参赛感受，王力说：“我们大部
分人是没有创业经验的，正好去学习一下。借助大赛的公
示、宣传，也让更多人了解了我们这个项目。”

目前，王力的“爱降解”湿垃圾处理技术，已经陆续走
进高校食堂、机关食堂。与原先在美国的工作相比，差别很
大，压力也很大，但王力觉得很值得，“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很有成就感，每天很充实，真正在解决问题，我们希望可以
真正成为中国环保领域有技术的公司。”

毫无疑问，快速发展的中国，带来了大量创业的机会。

《创业状况调查报告》 显示，2018年机会型创业占比达到
88.2%，较 2017 年提高 14.4 个百分点，增长明显。上海创
业呈现出“两多一细”的发展趋势，即科技创新类企业越来
越多， 高学历创业者越来越多， 创业行业越来越细分。当
前，本市科技孵化
器在孵企业 7836

家，较上一年增长
18%，其中，高新技
术企业、留学人员
科技企业、大学生
科技企业占比连
续 4 年持续增长 ,

年 增 长 率 高 达
50%； 以技术创新
为主的企业正在
逐步崛起。

创业艰难百战多。6年前，在徐汇区人社部门
举行的第一届“创业梦之星”大赛上，80后小伙李
万万，以一个面向移动互联网广告市场的“疯狂
锁屏”创业项目，夺得第一名。6年之后的今天，他
的公司发展到 100多名员工，主营业务转变为一
家为银行提供 “O2O SaaS 银行消费场景升级解
决方案”的科技公司。这个业务，听上去有些晦涩
难懂，通俗点说，就是把饿了么、美团、滴滴这些
第三方消费服务， 整合到银行的手机 App里面，

为银行和这些第三方企业提供技术、商务、运营
等一站式服务。

回顾这些年的创业历程，他很感慨，创业经
验不足，走了很多弯路。他原本在百度爱乐活上
海分公司，2013年，百度 O2O项目解体了。13个
伙伴，吃了两顿散伙饭后，大吼一声“再不疯狂，

我们就老了”，就创业了。他们在徐汇区注册，开
发了一个手机锁屏广告项目。然而项目天花板太
低， 不得不转型另寻出路。2015年开始半年的市
场调研，又经过了两年的产品研发，进入了金融
科技领域，升级金融机构消费场景效率问题。

但最初几年，“每年都会有种开不下去的感
觉。2018年，犯了不少错，有员工待遇问题，有管
理问题，今天有饭吃，明天没饭吃，有时还会欠员
工薪水，巨大压力下，一群人往前拱。”他摸了摸
锃亮的脑门：“每天睡 5小时，创业以后头发就掉
了。创业的压力、责任都很大。以前是为了自己的
想法而创业， 后来是为了自己的责任而坚持。要
对得起这么多股东、员工和员工家属。大家集聚
在一起，付出这么多心血，如果遇到困难就不干
了，辜负了所有人的信任与付出。就冲这一点，也
得坚持下去。”

他的坚持，迎来了曙光。企业发展到 2018年
底实现自负盈亏， 已有工行等 63家银行成为他
们的客户，成为这个细分领域的翘楚。

除了做创业公司的老板，他还有另外一个身
份，就是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的一员。

“要是没有人社部门的帮助，没有创业大赛，我可能就发展不
起来。参加创业大赛之后，人社部门给我提供了很多建议和服务便
利，解决了贷款问题，为我们提供了 3套人才公寓。所以，市人社局
邀请我做创业指导专家，我立刻就答应了，报恩是主要的。”他坦言。

创业时间久了，有不少心得体会可以分享。他把前几届参加
过创业大赛的参赛者，聚集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叫“新客会”的创业
群体，成员大部分是 80 后、90 后。他说，我们的理念是“三个共
享”：一是共享温度，让各个成员在创业的路上获得一些温暖、互
相支持。创业孤独，不能跟家人讲，遇到困难时，抱头痛哭，需要心
理支撑。二是共享资源。业界资源、人脉、管理资源，相互共享。三
是共享智慧，相互交流一些方法，可能每个人的创业模式有差异，

但管理是共通的。尽我们所能多一点优化的建议和帮助，让他们
在创业的道路上走得更好一点。”

像李万万这样的创业指导专家，在上海共有 800余位。上海
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自 2000 年成立以来，专家志愿者们一
直奋战在帮扶指导创业一线， 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超过 36 万小

时， 咨询指导帮扶 58 万
人次， 助力 10 余万名创
业者实现创业梦想，带来
了近 100 万的就业岗位。

2018 年， 上海市创业指
导专家志愿团荣获了全
国学雷锋最佳志愿服务
组织这一殊荣。常年欢迎
有创业经验、 专业特长、

热心公益的企业家、职业
经理人、行业专家志愿报
名加入。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培育更多创业者创业，

是黄桂利最大的心愿。在投身乡村振兴之前，黄桂利
已经默默地在现代农业产业化领域创业多年。 他最
深的体会是，现代农业跨界太大，专业人才匮乏。

2017年 6 月，在“上海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
大赛”上，黄桂利代表的前小桔创意农场项目，夺得
一等奖。

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他,在海南、浙
江等地从事了近 20年规划设计和房地产开发工作
后,为什么跨界进入农业领域，走进崇明长兴岛，创
办前小桔创意农场？

他笑道：“关注农业已经十年有余。 进入上海柑
橘产业纯属偶然。2013年来到崇明，看到上海大都市
这 10万多亩橘林，由于农户疏于管理，慢慢死亡，便
萌生了一个‘跨界’想法，要打造一个以柑橘为主题
的生态体验农场，探索上海都市农业的创新发展。”

崇明柑橘， 是上海地产水果的四大 “当家花
旦”，但口感不好，销路不畅。他的第一个目标，是种
出既好看、又好吃的高品质柑桔。黄桂利和团队，先
后拜访了国内多家顶级机构的柑桔科研人员和种
植专家，还到日本、韩国、荷兰和美国考察柑橘产业
的国际技术和发展趋势，研发出提高崇明柑橘品质
的 16项技术标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2014年，他
带领团队种植的柑橘，就获得上海优质柑橘评选一
等奖。 黄桂利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 “前小桔”

———前卫时尚的小柑橘。黄澄澄的前小桔，清香扑
鼻，咬一口清甜生津、汁水四溢，很受市场欢迎。

接着，他迈出了第二步，打造充满创意的全产
业链生态农场。从首创 VR+柑橘农创体验和农事科
普活动，到完成儿童读物《前小桔历险记》，开办自
然课堂等，前小桔从一个柑橘科技种植园变成了集
自然教育、农事体验、休闲拓展、美食美宿、手工创
意、文化创新为主题的柑橘主题田园综合体。

除了前小桔创意农场的 360亩橘园，黄桂利还
一直在思考， 上海大都市的农业到底该怎么发展。

他认为， 乡村农业不仅仅为城市提供生产的产品，

“还要成为城市人群新的生活方式的体验地和心灵
归属地”，除了生产，还要把创意、旅游、文创、教育、

体验、科普等叠加进来，打造复合型乡村产业链。

农民的职业化水平，是影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
关键。但从事农业产业化的人才匮乏，怎么办？他又
果断地迈出了第三步，今年 3月，面向返乡青年、大
学生、退伍军人、农民工，他发起创办了漫农学院，

并与上海农科院签订培养产业人才和科技转化的
战略合作。他说，他的目标是培育一批“绿领人”，一
群有情怀、有文化、有实力，爱农业、爱自然、爱生
态、勇创新、敢担当，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乡村
产业化人才。

如黄桂利所言，上海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农业
产业化发展及职业化农民、农创人才的培养。近年
来，本市人社部门围绕乡村振兴出台了一系列鼓励
农民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大力支持各类群体返乡
下乡创业，开办农民合作社等契合乡村产业特点的
创业组织，给予初创期创业社保补贴、房租补贴等
一系列扶持，积极引导和培育一批农创带头人。

在创业路上，有无数创业者像方诗魂、王力、李
万万、黄桂利那样，为梦前行。在耀眼的光环下，经
历了多少外人看不到的艰辛， 无论多大的挫折磨
难，都挡不住他们创业的决心。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创业精神逐步成为上海
“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心中梦想 努力奔跑永不停歇。 我们
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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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漫农学院 培育乡村振兴领头人

第六届上海市创业新秀评选

上海市创业新秀评选，是上
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支持“双创”的重要品牌项目，自
2009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

第六届上海市创业新秀评
选活动，重点聚焦“创造生活”、

“创爱公益”、“创想国际”、“创新
科技”和“创美乡村”五个板块，

在沪创业 5年以内、 年龄 45周
岁以下并成功吸纳 3 人以上就

业的创业者均可报名参加。

“十佳创业新秀” 获得者将
得到每人 10万元的助力发展金
支持。 入围选手还可申请享受最
高 50万元的免担保创业贷款，并
可获得由各区人社部门优先选拔
推荐为上海创业领军人才， 优先
推荐入驻 A 级市级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优先推荐参加“海纳百
创”创优项目展览展示等支持。

上海人社部门帮扶初创的政策措施

上海居民创业活动率 12.7%?十年来持续走高

为餐饮及新零售品牌赋能 一年间吸纳就业五百人
方诗魂 王

力

李
万
万

黄桂利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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