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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随着互联网创业热

潮的兴起，80后甚至90后已迅速

成长为一股巨大的创新创业能

量。昨天，市政协委员、团市委统

战部部长、市青联秘书长栗芳代

表团青界别作大会发言时对如何

发挥年轻的“ 创新力量”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

根据三类群体的调查发现，

大、中学生创新精神不足，“ 实用

主义”大于“ 理想主义”。很多学

生参与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对科

技创新创业本身的好奇心、探索

欲和热忱度明显缺乏。而青年科

技工作者创新束缚较多。有43%

的青年科研人员认为，是职称问

题制约了他们参与重大项目和重

点课题。同时，“ 上层小、下层大”

的“ 金字塔形”结构的上升模式，

使青年科技工作者对于行政职务

和专业职称高度依赖，精力不能

集中在创新上。

栗芳在发言中建议，建立市

级层面牵头，相关部门、单位参与

的统筹协调机制。如针对大、中学

生，引导他们“ 崇尚创新”，将创

新创业课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结合大、中学生社会实践，推出重

大科技工程和科技创新企业的实

践体验项目，让同学们亲身体验

创新创业的“ 实战环境”。

针对青年科技工作者，进一

步降低重大项目、重点课题的参

与门槛，减少前置性准入条件，给

青年人更多机会；整合、理顺各类

青年科创奖励项目和基金，探索

建立独立于行政职务和专业职称

的评价激励机制。

栗芳还建议，对于科技创业

失败的青年提供心理疏导、创业

专家咨询、社会保障等服务；对勇

于从头再来的青年，提供一次性

奖励资金，鼓励二次创业。针对

“ 初创期”，要更广泛地提供创业

“ 试运营”机会，扩大科研要素的

共享开放，实现“ 低成本”创业。

创新人才，青年应为主体。城

市创新的活力往往来自社会、来

自民间、来自青年，特别是随着互

联网创业热潮的兴起，80后甚至

90后已迅速成长为一股巨大的创

新创业能量。

“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业

的生动局面，我感觉很振奋。青年

在创新元素的迸发中，应该扮演

生力军的角色。”徐未晚代表认

为，创新文化的培育，是一个潜移

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打造

一条从中学生、大学生到职业青

年、创业青年的创新文化培育链。

“ 这需要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共

同参与。”

徐未晚代表建议，中小学教

育体系应该更多鼓励创新，引导

他们“ 崇尚创新”，等一批批中小

学生成长起来后，创新就会成为

他们的人生元素。

对于青年科技工作者，关键

是要给予“ 创新自由”。徐未晚代

表认为，“ 应该鼓励青年科技工

作者岗位创新、技术创新，通过工

资奖金激励、创业股权激励，提高

青年人钻研、研发动力。要有良好

的住房保障政策、都市社交环境，

鼓励海内外优秀人才、高层次人

才汇聚上海，投身创业创新。”

培育青年创新文化，关键在

于“ 搭建平台”。要依靠社会力

量，多设立鼓励青年创新创业的

评选活动，为青年创新项目、青年

领军人物脱颖而出搭建舞台。

“ 可以赋予共青团、青联、青

年社会组织更多舞台和空间，让

这些组织负责搭建让青年脱颖而

出的平台。不要简单限制所有评

选，对于创新、创意项目，重点领

域领军人才培养，还是要通过搭

建项目、人才的遴选机制，增加青

年展现自己的机会，让优秀的青

年人有舞台、有平台脱颖而出，这

样，他们才会更有动力和热情投

身创新创造。”

针对青年科技创业者，关键

是为他们营造“ 宽松环境”。

“ 上海这座城市，不缺创新

人才和因子，调查显示，只有

22.6%的受访青年科技创业者认

为当前的创业环境是宽松的。但

其中，认为不够宽松的理由排名

靠前的有：融资困难、失败后没有

保障、不允许失败的文化和亲朋

好友不支持。我们这个社会还是

要形成宽容创业失败的环境。用

青年的故事感染和动员青年，告

诉他们梦想有多么绚丽，要打造

有梦想、有作为的城市创新文

化。”徐未晚说。

市人大代表徐未晚坦言：创新城市还应多一些青春的话题

打造有梦想有作为的创新文化

创新城市，还应多一
些青春的话题。昨天，市
人大代表、团市委副书记
徐未晚在接受采访时说，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就要用好
青年这股“ 正能量”。而
青少年发展“ 十三五”规
划也将在今年启动，届
时，关于青年群体性问题
的研究也会进一步加强。

青年报记者 高玲

创新创业课程应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本报

昨天报道了互联网经济引起了青

年创业的热情，市政协提案委员

会副主任、民盟市委秘书长姚卓

匀昨天表示，他今年提交的提案

正是关于“ 鼓励网上创业新模

式”。“ 作为创业带动就业的推动

者，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网上创

业信息平台，推进创业园区建

设。”他表示。

网上创业半数大专以下学历
姚卓匀表示，根据调查，高达

96.2%的拟创业者和91 .4%已经创

业者都打算在互联网上开创事

业。相对传统模式而言，网上创业

的优势明显。消费者范围广泛，初

创门槛较低，资金占用较小。不过

网上只有20%的卖家至少获得了

80%的成交量，剩下的那些卖家只

能算是纯粹玩票性质。

他表示，主要问题是网上创

业人员低龄化趋势明显，创业盲

目性较大。根据抽样调查，有兴趣

网上创业者最小年龄者为1 7岁，

都是在校中职生；25岁以下者占

48%，26-35岁者占37%，两者合计

占85%。绝大多数选择网上创业的

是年轻人。35岁以下的基本上都

是抱着把掌握网上开店技能作为

一项谋生的手段来参加的。

网上创业人员低学历趋势明

显，缺乏系统化训练。根据抽样调

查，有兴趣网上创业者本科学历

占1 3%，大专学历占37%，大专以

下占半数。网上创业人员的安全

意识也比较淡薄，缺乏有效保障。

应形成公益性创业辅导平台
姚卓匀建议，首先应针对低

龄化创业者的特点，形成公益性

创业辅导平台。专家应该为他们

讲解的是电子商务概况、电子商

务风险及规避、平台介绍及网上

实践、成功案例介绍等课程。通过

培训，能够让创业者初步掌握网

上创业各方面的实际操作能力。

在对象调查中，在“ 希望选择

的创业场所”选项排序中，第一选

择“ 在家创业”的达71!，其次为

“ 申请到网上创业基地”，占1 3%。

姚委员建议，依托网上创业模式，

应搭建创业资源和信息共享的平

台，通过信息化手段将各类园区

信息进行汇总。同时，应当结合网

上创业的特点，突破有限的园区

容纳空间深入街道、走向社区、进

入家庭，加大对自主居家创业者

的政策扶持和跟踪指导力度，加

快做大这个就业平台并纳入规范

的就业渠道。建设“ 网上园区”，

在网上搭建创业资源和信息共享

的平台，让创业者不需要出门便

能够享受到园区的服务。

此外，还应搭建网上创业者

信息安全的平台。作为创业园区，

可以尝试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建

立网络信息安全平台。同时，购买

第三方网络公司服务作全面网络

安全维护。

两会建言

自护、应急处置应纳入终身教育体系
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 要切实增强安全意识，全力保

障城市安全。”作为一名青年代

表，徐未晚建议，应将公共安全教

育、自护教育、应急处置能力教育

纳入终身教育体系中。

“ 国内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常

看到有外国人做人工呼吸、急救等

工作，因为他们受过这种培训，有

信心这么做。如今，特大城市中，有

些人流大的地方会有不安全元素

存在，发生突发问题时，年轻人应

该成为自我组织的救援力量，而不

是只能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我们

的中小学课堂、第二课堂（ 爱心课

堂）、社区教育学院，都可以加大

这方面的培训，让自护和应急处置

能力成为城市公民素质的一部分，

尽可能实现全覆盖或更广泛的覆

盖。”徐未晚说。

徐未晚建议，要注意培育和

扶持从事应急救援和相关知识培

训的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和动员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应急救

援、互助、防范体系建设，建设一

大批专业化，但又志愿性的市民

应急救援、互助队伍，补充到政府

的救援、专业救援队伍中去。

“ 我们应该加强青年群体性

问题研究。”徐未晚说，一是要关

注青年群体动态流动的过程。城

市流动群体大部分是青年，青年

群体上班的动态，就决定城市流

动动态。比如，地铁、住房在哪里，

小朋友上学在哪里等等。二是应

关注青少年集聚的话题研究。三

是要满足、丰富低收费的青年群

体的文化体育活动，要在文化、体

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城市公共活

动中充分考虑到青年群体的特

征。

“ 我们要多组织些小型的、

分散的、低收费的让青年交往的

平台，满足青年人爱聚集、爱社

交、爱欢乐的需求。目前团市委做

的青年中心，就是要满足青年这

种社交需求。”徐未晚代表透露，

上海市青少年发展“ 十三五”规

划将在今年启动，届时，这方面的

研究也会进一步加强。

青少年“ 十三五”发展规划今年启动

市人大代表、团市委副书记徐未晚畅谈青年话题。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建公益性辅导平台
帮助网络“ 小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