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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创”进社区、进校区、进园区特别报道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为贯彻落实国家鼓励“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战略部署，深入
推进上海第三轮鼓励创业带动
就业三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整合
资源、凝聚力量、塑造品牌，树立
人社部门的服务形象，上海市就
业促进中心提出了打造“海纳百
创”创业公共服务品牌的设想。

一、打造“海纳百创”品牌的
考虑

打造人社部门的创业服务品
牌，主要考虑是要体现上海特征、
体现人社特点、体现创业特色，“海
纳百创”的口号，文字内涵丰富，立
意比较贴切，主要有三层涵义：

——第一层涵义是体现了上
海的城市特征，上海是一座开放、
包容的城市，具有宽广的胸怀，能
够吸引和容纳各方人才在上海创
业，“海纳百创”的品牌内涵，与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一脉相承。

——第二层涵义是体现了人
社部门的特点，人社部门扶持创
业的落脚点是促进以创业带动就
业，不区分创业者对象，不区分创
业的业态领域，面向全体、聚焦早
期为各类创业者提供帮助和扶
持，即服务于“百种”创业。

——第三层涵义是体现了创
业工作的特色，在“双创”背景下，
创新创业已成为一股潮流引领经
济社会发展，创业服务迎来全新
的发展机遇。

二、“海纳百创”品牌的展现
形式

（一）统一冠名的活动主题
统一活动主题，每年将市级

及各区县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各类
服务活动，全部冠名整合到“海纳
百创”品牌旗下，进行整体的包
装、设计和宣传。

（二）统一设计的品牌形象
设计“海纳百创”品牌LOGO，

体现上海海纳百川的胸襟，同时4
个字的巧妙组成，形成了“众创”
字样，寓意“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一个“百”字寓意百类人才、
百种创业形态、百类创业服务资
源，也预示着我们每年将整体推
出的“百个……”系列服务活动。

（三）统一对接的服务资源
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全市各

类服务于小微创业者、早期创业
者的服务力量，建立有效的合作
机制和服务对接平台，共同服务
于本市创业带动就业工作。

（四）统一发布的信息平台
开发“海纳百创”微信公众

号，主要包括创业政策、创业活
动、创业服务三个板块，创业政策
下设最新政策、融资政策、场地政
策、培训政策、人力政策等，创业
活动下设最新活动、最近活动、活
动回顾、活动直播，创业服务下设
创业专家、服务机构、众创空间、
投资机构、电商孵化器等。

三、打造“海纳百创”品牌的
目标

打造“海纳百创”的创业公共
服务品牌，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
的工作，需要明确目标、整体规
划、统筹推进、分步实施，不断提
升人社部门形象，持续发挥品牌
的影响力和辐射作用。

（一）2016年活动目标
2016年是打造“海纳百创”品

牌的探索起步之年，力争通过各
方努力，实现“六个一百”的目标。

——“组织百场创业活动”。
2016年计划组织开展以“海纳百
创”为主题的活动不少于一百场，
包括市级层面的创业大赛、东方
讲坛创业生涯讲座、小微创业成
果展、大学生创业训练营等，以及
各区县具有一定规模的大赛、路
演、沙龙、讲座等活动，确保每月、
每周活动持续不断。

——“培育百名创业之星”。
通过政策扶持、创业服务和资源

对接，在全市培育百名以上成长
性好、具有示范带头作用的“创业
之星”，并进行大力宣传，发挥榜
样的力量。

——“推介百名创业专家”。
进一步梳理专家资源库，公开推
介一百位热门行业的知名专家、
实战型专家，在“海纳百创”微信
公众号上开通移动端的网上预约
和咨询通道。

——“发展百家孵化基地”。
发展一百家市级和区县级示范型
创业孵化基地、众创空间，并开发
上海创业地图，为创业者提供场
地信息、租金信息、孵化信息和优
惠政策等。

——“对接百家创投机构”。
以小微创业企业投融资平台为载
体，对接本市一百家种子基金、天
使基金等创投机构，促进早期创
业项目获得风险投资。

——“打造百家人才培养基
地”。打造一百家服务于创业人
才培养培育的基地，包括中国电
信、腾讯等大型企业的培育孵化
平台，淘宝大学等互联网培训机
构，本市创业培训机构，以及参照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模式建立的
其他创业人才培养基地等。

（二）近期目标
未来两至三年，将在“六个一

百”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海纳
百创”的品牌内容，逐步打造一百
家示范型创业见习基地、培养一
百名优秀创业咨询师、对接一百
个创业社群、建设近百个高校创
业指导站，使人社部门的创业公
共服务品牌辐射更广、影响更深。

（三）远期目标
长期将致力于打造本市创业

信息的网络集群，建设基于移动
端的“门户类”创业微网站，集合
各类政策信息、资源信息、活动信
息、行业信息、研究报告、名人公
开课等，成为上海创业媒介的标
杆和引领者。

为进一步落实市政府新一轮
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三年行动计
划，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上
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在近期
开展了一系列“海纳百创，志愿在
我心”进社区主题服务活动。

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
浦东分团于2月29日至3月5日
期间开展了志愿者们满怀“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上
门走访了7家“第三届浦东新区十
佳创业新秀”企业，同时联合浦东
新区张江移动互联网孵化器，为
企业提供指导服务。

3月2日，宝山区创业指导专
家志愿团、上海大学团委在上海
大学宝山校区合作举办了创业专
家志愿服务活动，为校内创业大
学生提供翻转课堂、会诊咨询、一
对一指导等创业服务。共有 15
名创业指导专家参与志愿服务，
近50名学生受益。

由创业指导专家王晓沄、谈
洪、苗延飞组成的评估小组，在3
月4日下午通过与静安创业园区
内的5家企业一对一的交流，深入
了解创业组织的经营情况及创业
需求，并给予可操作性的意见，使
创业者茅塞顿开，拓展思路，进一
步促进小企业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
杨浦分团与杨浦区就业促进中心
联合承办的“海纳百创·志愿在我
心”——杨浦区3.5创业指导专家
主题活动之创业导师论坛和科技
项目路演活动在上海市杨浦区国
泰路11号复旦科技园大厦二楼
国际会议厅成功举办。

3月 5日上午在崇明县的人
民路八一路路口开展现场政策解
答活动。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
愿团崇明分团的专家俞志亮作为
专家志愿者，现场宣传创业扶持
政策。

3月7日下午，金山区18位有
着创业梦的年轻人相聚在了位于
卫清西路金山卫商务大楼的瑞空
间，在1680平米的现代化、半开
放式的众创空间，参加了由金山
区就业促进中心主办的“海纳百
创-志愿在我心”之“创业金山—
我们在行动”专题活动，整场活动
在“咖啡+交流”的轻松氛围中愉
快进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
响。

金山区开业专家团的丁军、
饶宽等12名专家3月7日应约赶

赴卫清西路金山卫商务大楼的瑞
空间，集体为初创者“会诊把脉”。

奉贤创业专家志愿服务分团
的专家们在3月8日-10日组织
了十二位专家以及办公室两位成
员，针对奉贤区农业发展的特点，
对地处南桥、庄行、四团等地的上
海南港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进行
了现场咨询服务活动。

3月10日日，虹口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
创业指导服务中心，联手四川北
路街道，在LINKPLACE链合加创业
者联合办公空间举办“海纳百创，
双创服务进三区”系列活动的启
动仪式。

普陀区则选择在互联网时
代，为女性创业者举办了一场“她
时代——梦想因你而美”创业论
坛。巾帼花开分外红，但再聪慧
的女性，在创业初始期，也不能全
凭激情，政策、经验、人脉、项目缺
一不可。女性创业者如何精准地
寻找融资渠道？哪些创新可以得
到政府支持？哪些雷区绝不能
碰？在资本寒冬，在普陀区举行
的海纳百创活动中，为女性创业
者一一揭开面纱。

此外，还有包括松江、杨浦、
嘉定、金山、奉贤、崇明等区县开
展了一系列相关主题活动，营造
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
氛围，合力帮助更多有志于创业
的青年人实现创业梦。

青浦区创业专家志愿团成员
郝钢、黄锴生、陈坚忠三位专家在
3月10日分别为参加主题沙龙活
动的创业者进行了分类指导，运
用生动的案例，提醒创业者在创
业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
松江分团和区就业促进中心于3
月11日下午，在上海大学园精英
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展“海纳百
创·志愿在我心”之“志愿共建创
城·护航青年创业”主题沙龙活
动。

嘉定区就业促进中心联合上
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嘉定分
团在开展以“海纳百创·志愿在我
心”为主题的“创业服务一对一”
专项创业服务活动时，特邀专家
志愿团嘉定分团委员会主任陆建
华老师，优秀导师陈虹老师及创
业就业工作人员为广大市民提供
创业就业政策咨询和创业导师面
对面专家咨询。

各区县开展
“海纳百创，志愿在我心”系列主题活动 近日，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杨浦
区人民政府指导，同济大学、上海市
就业促进中心、上海市学生事务中
心联合主办的“校园创享+”创业博
览会暨上海市首批高校创业指导站
授牌仪式在同济大学举行。会上，
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12所院
校被授予“上海市高校创业指导站”
的铜牌，杨浦、浦东、闵行等区县人
社部门与属地高校作为代表，现
场签订了合作推进大学生创业工
作备忘录。同时，“海纳百创”进高
校活动正式启动。

大学生是最具创新活力和创
业热情的群体，是上海创业的主
力军。为贯彻落实“上海市鼓励
创业带动就业行动计划（2015-
2017）”的有关精神，本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支持
鼓励创业工作基础扎实、创业氛
围浓厚的高校建设创业指导站，
在高校与公共创业服务机构之间
搭建起一座资源共享、服务对接
的桥梁，共同做好帮扶、鼓励、引
领在校大学生创业的相关工作。
在有关部门、公共服务机构、高校
的共同努力下，本市高校创业指
导站将打造成为资源整合的载
体、政策扶持的窗口、指导创业的
平台、创业活动的空间，为高校意
向创业或已创业的在校大学生提
供方便可及的、针对性强的创业
指导服务。

据悉，按有关规定，本市高校

创业指导站场地面积不低于120
平米，将设立政策咨询受理、创业
能力评估、专家预约指导、讲座沙
龙活动等功能区域，并配备专职
人员。对于经评估达标的创业指
导站，人社部门将给予15万元的
启动资金补贴。目前，全市近30
家高校提出了建设创业指导站的
申请。在首批高校创业指导站揭

牌之后，将陆续有更多符合条件
的高校创业指导站正式运行，为
在校大学生创业提供便利。

活动当天，同济大学还主办了
“校园创享+”创业博览会，以“跟着
学长去创业”为口号，组织开展创新
创业企业人才对接等系列活动，现
场101家大学生创业企业提供400
个创业实践及就业岗位。

PRESENT “海纳百创·高校指导站”进校区

他（她）

首先是服务

是创业服务

是海派创业服务

他（她）是

古典的雅致的

现代的时尚的

他（她）是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他（她）是

尊重多元推崇个性

兼顾社会倡导契约

他（她）是

理性的随和的

成熟的博爱的

他（她）

是一种态度的表达

他（她）

是一种文化的凝视

他（她）

更是一种爱，需要传递。

范骏

我不是蓝色，

蓝色已成不了海洋的风景；

我不是绿色，

绿色已成不了草原的风景；

我不是红色，

红色已成不了太阳的风景；

我不是白色，

白色已成不了雪原的风景。

我携着橙色而来，

来了，便是一片星尚。

我携着橙色而来，

来了，便是一份创造。

我携着橙色而来，

来了，便是一种坚韧。

我携着橙色而来，

来了，便是一腔热血。

范骏

关于打造“海纳百创”创业公共服务品牌

海纳百创是一种爱

海纳百创橙

“海纳百创”之人社情怀

“海纳百创”之品牌设想

为贯彻落实《关于推进创业
孵化示范基地建设进一步落实创
业帮扶政策的通知》（人社部函
〔2012〕108号）有关精神，各区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积极推进
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取得了明显成

效。为进一步加大创业带动就业
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创业孵化示
范基地帮扶引领创业的积极作用。

从2013年至今，上海漕河泾新
兴技术开发区科技创业中心、张江
孵化器等69家创业孵化基地相继

被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
定为“上海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4至5月期间，上海市就业促
进中心将开展市级创业孵化示范
基地评估工作，届时会启动“海纳
百创”进园区工作，敬请期待。

FUTURE “海纳百创·双品牌协同”进园区

4月至5月启动“海纳百创”进园区

上海市首批12家高校 创业指导站正式授牌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