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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创

青年报记者 沈梦雪

本报讯 自第四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上海赛区启动以来，截
至上周五，由上海市青年创业就
业促进会承办、冠生园互联网金
融园区提供场地的该分赛点，组
织了本次大赛的最后一场分赛，
至此初赛正式结束。

30多个项目抢夺最后门票
上周五，青年报记者一早到

达冠生园互联网金融园区门口
就看到不少参赛项目代表已经
在场等候。当天共有30多个项
目前来参赛，分别在梦创空间的

“逸云厅”和四楼的“炳成厅”同
时进行。比赛从上午8点半准时
开始，每位选手有8分钟的演讲
时间，时间一到便停止，由评委
开始提问，依次有序进行。

据分赛点负责人介绍，在上
海市科技创业中心的大力支持
下，此次分赛点邀请了来自技术
领域和投资领域的专家导师组
成评审团队，同时，创业大赛摒
弃了传统的纸质评审，增加了项
目团队现场解说，与评委们可以
有更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一天下来，有评委向青年报
记者表示，与往年相比，今年的
参赛项目依旧紧紧围绕着目前
政府大力支持的几大行业，而今
天这个分赛点的参赛项目则要

偏材料类多一些。“不过，真正让
人眼前一亮的项目还是在少数，
我们还是会发现不少项目的定
位不够成熟，这也是需要我们继
续去帮扶这些初创团队或企
业。”

此外，其也指出，随着国家
呼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
国有关创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不
断加大，其中就出现了一些公司
项目各地套取政府扶持资源的
现象，“这些企业以此来维持公
司运营，可加起来的利润还不如
政府补贴的多，这也是社会各方
所需关注的问题。”

参赛选手积极准备信心足
在参赛企业中，禾赛科技的

公司代表樊星一早准时来到分
赛点候场。他告诉记者，来了之
后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安排在下
午场比赛。不过既来之，则安
之，这个年轻小伙带着公司的一
叠厚厚材料一直安静地在休息
室做着准备。

据樊星介绍，这个公司就
是典型的“海归创客”，目前团
队共 12 个人，都是技术人员。
禾赛科技起源于美国硅谷圣何
塞，其前身为禾赛仪器。现落
户于上海市嘉定区嘉定工业园
区，在去年9月已经完成由上海
远 瞻 资 本 、深 圳 大 米 资 本 和
PreAngel 共同投资的天使轮数

百万美元融资。其中，禾赛激
光吸收光谱技术来源于斯坦福
大学汉森教授实验室，被认为
是颠覆工业气体检测行业的历
史性突破。而回国后，禾赛科
技的核心业务包括：超高精度
气体核心传感器，工业级气体
监控解决方案，和智慧城市大气
数据平台等。

“眼下国内现有大气数据系
统不足。官方数据环境监测站
数量有限，北京地区35个，成本
昂贵，每个监测站需要100万-
150万。而民间数据精度也难以
保证，且仅限于室内，室内空气
数据数量虽大，但无借鉴意义。
我们目前推出的是移动检测平
台，搭载于公交车，覆盖每一个

街区，运用工业级传感器，太阳
能动力，成本显著低于现有环保
监测站。目前准备在嘉定做试
点监测。”

对于团队回国创业的决定，
樊星说：“如今国内工业技术在
逐步提高，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
小，正是给我们发展的好机会，
我们也有一个中国梦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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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 ）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本基金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同意，现予摘要公布。年度工作报告全文请查阅“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政务网站”（网址：www.

shstj.gov.cn）。

基金会名称 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登记证号 0102

业务范围 开展促进青年创业就业的资金扶持、技能培训、政策协调和社会公益活动。

成立时间 2010年2月2日 业务主管单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 王宇 原始基金数额 1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住 所 上海市汉中路158号306室 邮政编码 200070

联系电话 63537009网址

二、公益活动情况摘要一、基本信息
1．接受捐赠、提供资助 单位：元

2．公益支出

公募基金会 单位：元

三、财务会计报告摘要

一．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

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上

海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4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按《基金会管理条例》要求报告的事项
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2014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4,956,

016.82元，上年收入合计2,220,651.53元，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

年总收入的比例为223.18%；工作人员工资福利0.00元，行政办

公支出261,864.92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总计

261,864.92元，占本年支出的比例为5.02%。

审计机构：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4年2月25日

同意

监事：徐军

2015年3月31日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2014年） 单位：元 四、审计报告结论 五、监事意见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折合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4761985.10 0.00 4761985.10

其中：开展募捐活动取得的收入 0.00 0.00 0.00

二、本年度用于公益资助项目的支出 4956016.82 0.00 4956016.82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2014年） 单位：元

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21001007.63 21562482.59 流动负债 0.00 90365.80

其中：货币资金 15020607.63 760082.59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100000.00 1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4413.98 47812.50 负债合计 0.00 90365.8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0590772.50 10413022.5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554649.11 11206906.79

净资产合计 21145421.61 21619929.29

资产总计 21145421.61 21710295.09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1145421.61 21710295.09

项目 数额
上年度总收入 2220651.53

本年度总支出 5219946.78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4956016.8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0.00

行政办公支出 261864.92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223.18%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

占总支出的比例 5.02%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本年收入 5694454.46 0.00 5694454.46

其中：捐赠收入 4761985.10 0.00 4761985.10

商品销售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900916.20 0.00 900916.20

其他收入 31553.16 0.00 31553.16

二、本年费用 5219946.78 0.00 5219946.78

（一）业务活动成本 4956016.82 0.00 4956016.82

（二）管理费用 261864.92 0.00 261864.92

（三）筹资费用 0.00 0.00 0.00

（四）其他费用 2065.04 0.00 2065.04

三、限定性净资产

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77750.00 -17775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

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652257.68 -177750.00 474507.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