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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创

本次参与青年报调查的学校
有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
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和上海杉
达学院六所学校，参与调查的学
生多为大三及以上在校学生，针
对加入创新创业型企业的就业
意愿在线上发放问卷，共获得了
273 名学生问卷反馈，其中有意
愿进入创业的创新型企业的学生
人数达到204名，其中有106名来

自上海本地大学生。
那么，大学生加入双创型

企 业 都 受 哪 些 外 在 因 素 影 响
呢？上海交通大学中的六成受
访者表示，加入创新创业型企
业的动力来源于就读高校的教
育影响，而在上海海事大学中，
六成以上受访者表示来源于社
会媒体。

调查显示，大学生认为提高
创新能力主要是为了专业技能的

学习和结交有创业想法的朋友。
比如上海交通大学部分受访者表
示，该校开展的创新创业课程很
有益。不过来自其他五所大学的
受访者则认为提供更多的社会实
践机会更为重要。

总体而言，三成受访者愿意
成为杰出创业者的追随者，不到
五成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跟从的
是合作型的老板，此外，还有受
访者有自己组建团队创业意愿。

网友“林冬”：小互联网企业全

方面能力锻炼，对自身技能有帮

助。大互联网企业某方面能力锻

炼，对制度了解有帮助。

网友“铁马冰河岸”：在大公司

你是强化理念、积累沉淀既定的经

验、学习优秀的做法。而在小公司

你是在摸索（虽然摸索也能有成

长）、自行建立规则和运作方式（不

一定保证做得科学有效），需要你

有一定的基础和厚度才能厚积而

薄发，自由发挥。

网友“gagahey”：还是看个人

想要什么吧。如果想过得比较舒

适，福利好，不想太累，那就大企

业。我在大企业实习时，感觉比较

无聊。虽然有事干，但感觉自己就

是一个机器。

如果想学些东西，以后想自己

创业，不怕苦不怕累，工资要求不

那么高，那就去创业公司。创业公

司会让你干很多你这辈子都想不

到的事，而且因为人数少，你更有

机会被重用。管理更加扁平化，提

的建议更容易被采纳，而不会像大

公司那样需要走很多流程。

但是创业公司也有其弊端，很

多都“死”得很快，而且福利制度、

绩效考核也不会那么完善。

总之，还是挑对一个好公司，

全方面了解它，价值观相同，再做

决定吧。

招聘是双向选择，超七成的
大学生有意向去双创型企业就
职，那么双创型企业在招工时，是
更青睐熟手还是应届毕业生呢？
对于新员工的学历背景，他们是
更青睐文科毕业生还是理科毕业
生呢？青年报记者就此问题向五
个行业的资深创业者进行了调查
采访。

应届生“不感冒”更青睐熟手
眼下各行各业多愿意招有经

验的熟手，而对应届毕业生不大
“感冒”。创业型企业也不例外。
因为对于想要快速成长的创业公
司，一般会选择招聘有从业经验
的员工，节省各种培训成本。

在回答“如果招聘员工，贵公
司是更愿意招工作 2-3 年的熟
手，还是应届毕业生？”这个问题
时，三名创业者明确表示更青睐
熟手。

“我们更希望招熟手。”上海
瀚赢文化总裁曾虹源曾虹源说。

上海伊尔庚董事长张莉持相
似意见，但她表示也考虑岗位需
求特质。她更倾向于招2-3年的

熟手，因为他们有基本的生活阅
历和职业熟悉度，对用人单位来
说更省事。

宏理信息创始人张灶峰也表
示因用人视岗位而定，如果技术
要求高的职位比如软件工程师，
偏向用熟手，如果技术没有要求
比如销售，应届生也会考虑。

而另外有两位创业者则对应
届毕业生表现出了极高的接纳
度。

茶仙子鲍丽丽表示她的公司
愿意培养应届毕业生，但要求专
业对口，并且能够长期在上海发
展。

上海庶吉仕创始人秦大力表
示如果招聘普通员工，他更愿意
给有3-6个月实习经验的应届毕
业生机会。如果应届生能够展示
在实习期间的工作成果，录用几
率会大大增高。他认为应届生刚
踏入社会，对社会和工作的好奇
心比较强，可塑性也会比较高。
同时，应届生的学习能力比较
强。无论熟手还是应届生进入新
的工作环境，都需要学习。一般
来说，只要资质不错，初入社会的

应届生都有一股敢闯敢拼的干
劲，对于入职的第一家公司的产
品知识和营销策略融会贯通起来
更快，他们的表现可能不一定会
输给那些2-3年熟手。

文科生“遇冷”理科生更吃香
作为求职的敲门砖，文科背

景更有优势，还是理科学历更吃
香呢？在回答“如果愿意给应届
毕业生机会，那么更愿意招文科
生还是理科生？学历、户籍是否
有要求？”这个问题时，多数创业
者表示视岗位而定，但总体而言
理科生相对更吃香。

张灶峰直言公司是软件企
业，用工理科生偏多，其他没有特
殊要求。

张莉表示对于文、理科生的
选择还是视岗位而定。技术岗
位，则招理科生，行政内勤等招文
科生居多。另外，她表示企业招
聘上海户籍应届毕业生，有可免
社保的政策优惠，这对创业型企
业有一定诱惑力。根据相关规
定，青年大学生在沪创办3年以
内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

合作社、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创业
组织，新招用本市劳动者并按规
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满6个月后，
可按新招人数申请社会保险费补
贴。补贴标准为本市上年职工月
平均工资60%作为缴费基数计算
的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50%，
补贴期限最长3年，每个创业组
织每年最多补贴2万元。因此，
本地户籍应届生和外地户籍应届
生在同等条件下，本地户籍更有
就业优势。

曾虹源表示自己是文创企
业，如果一定要招应届生，那需要
考察学生的创意和技术能力。所
以更看重文科背景的学生。此
外，学历中专以上具有专业技能
的优先，如灯光师、录音师等，也
同样受欢迎。

鲍丽丽表示她的公司员工要
大学以上学历，其余无要求。

秦大力表示公司用人，对于
文理科专业背景，一本、二本、大
专等学历背景，户籍背景都无严
格约束。他招人主要看两点，一
是应聘者是否有基本商业化思
维，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它的

目标是追求商业利益，因此员工
能否把学习成果应用到企业的
商业活动中很重要。二是看岗
位与所学专业是否匹配，除一些
技术性的岗位之外，要做到专业
相对对口。

秦大力最近看过了200份简
历，面试了20多个应聘者，在招
聘的实践过程中，他发现一、二本
院校的学生整体综合水平较高；
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的学生整体综
合水平较高；但是不论本科院校
还是大专院校、不论是内地高校
还是沿海高校，有过三个月以上
实习工作经验的学生表现整体高
于没有实习工作经验的学生。所
以招聘应届生，实习工作经验很
重要。

合伙人背景已经不重要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

士兵，大学生带着青春和梦想投
身创业型企业，自然不是仅仅为
了打一份工，更多人希望学更多
东西，有更多成长空间，或者自
主创业，或者成为企业合伙人。
那么，企业创始人在考虑合伙人

时会关注哪些要素，学历背景还
重要么？

在回答“作为一个创业者，会
找怎样学历背景的合伙人，文科
生还是理科生？”的问题时，创业
者们多数表示优先选择一个互补
型、志同道合的创业合伙人，而学
历背景此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秦大力表示找合伙人，学历、
工作等背景资料已经不太重要，
更重要的是，工作能力如何，三观
是否能与创始人契合。

茶仙子鲍丽丽也表示找合伙
人，应为志同道合者，另外在工作
数年后，文理科学历背景都已不
再重要。

曾虹源表示选择合伙人看三
点，首先看对方的圈子和人品，其
次是能力是否互补和价值观能否
统一，再次就是磨合。学历已不
太重要。

张灶峰表示自己的公司是软
件企业，员工理科生偏多，因此合
伙人理科生背景可能性更大。

张莉的回答类似，她表示自
己从事环境行业，显然理科生更
符合企业要求。

青春与激情并肩 七成大学生愿意加入创新创业型企业
7月毕业季，青春大学生们即将开启人生另一个阶段——求职就业。在创

新创业的大潮下，如今有多少大学生愿意去双创型企业就职呢？怎样的薪资水
平、创业氛围和团队才能够吸引90后呢？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历时一个月，
向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六所高校的大三以上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一次
在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七成以上大学生愿意加入双创型企业。此外，这群大
学生加入双创型企业的原因，考察双创企业的角度并不相同。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实习生 陆安怡 本版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华东理工大学信息工程专业
的应届毕业生徐同学向记者介
绍，他将在两周后入职一家视频
公司，“希望工作不要太累。”通过
去年的秋季校招，他拿到了该视
频公司软件应用工程师的 of-
fer。“感觉比较有发展前途，而且
工资高点。”对方许诺提供的年薪
在12万左右。

只有8%的受访者刚毕业，对
薪资无所谓，工作经历最重要。
应届毕业生黄同学向青年报记者
介绍，她曾经在大四下学期，在一
个工作室做过一段时间无薪酬的
实习。

那是今年2月份，黄同学进入
在一家婚礼策划工作室实习。“因
为我很喜欢用视频记录生活，一直
找这方面的机会。再加上很喜欢
那里的工作环境，所以没考虑收入
的问题。”黄同学在了解工作室的
工作内容和方向就去实习了。“对
于实习生，工作室是按工作量来计

算报酬。所以最初我基本上算是
免费劳动力。”黄同学从学习挑片
子开始做起，再做视频剪辑，然后
将片段按时间线组接。黄同学说
这段工作经历收获颇多。视频拍
摄因为是多机位，最开始剪辑起来
会乱。但慢慢地他就有想法，尝试
用片子讲故事。老板也很愿意带
她，有时候工作室承办婚礼策划，
就会带她去买花等小物件，再一起
到现场布置。

黄同学表示在工作室工作
很开心，“就像是几个小伙伴一
起玩耍，没有很大工作压力。养
养花、喝喝茶、做做创意、说说笑
笑……只有接到项目活动前一
周会超级忙。”

在实习一个多月之后，黄同
学离开了这家工作室，“凭借着爱
好去工作，对于来自外地农村的
我来说太奢侈。”黄同学表示即将
毕业，她面临着生存压力，必须去
找一份足够维持生活的工作。同

时，她不无遗憾地表示，“如果早
一点，比如大三遇见这家工作室，
我还会免费坚持工作学习下去。”
黄同学如今还和工作室的老板保
持联系，“如果遇到周末有事，我
又有空，我还可以去帮忙。”

高额的生活成本，让有意加
入双创企业受访者的薪资期待值
并不低。

调查显示，48%的受访者表
示入职后每月的理想薪资在
5000元至7000元之间；19%的受
访者表示每月的理想薪资在
7000 元至 10000 元之间；18%的
受访者表示每月的理想薪资在
10000 元以上；7%的受访者对于
理想薪资的要求在 3000 元至
5000元之间。

从学校来看，上海交通大学
50%受访者的理想薪资在一万元
以上。而在其余五所学校中，各个
学校中占半数左右的受访者都将
5000元至7000元视为理想薪资。

相比架构成熟、分工明确、可
给新人的机会有限的大公司，能
给新人充分空间施展拳脚，是创
业型企业的一个优势。朱同学是
今年毕业的应届生，她向记者介
绍了她在一家创业型公司实习的
经历。

她在大四上学期时在一家创
业公司实习，这家公司在国内主
要运营某款幼儿教育类APP。“因
为想检验一下自己平时所学，能
运用到何种程度。”朱同学学习的
是新闻专业，她在招聘网站上找
实习工作时，主要往招收新媒体
方向的实习岗位投递简历。投递
出去后，这家互联网公司是最早
递来橄榄枝的。在朱同学看来，
对方提供的实习工资也有吸引
力：税前每月3500元。

实习的工作并不轻松，但朱
同学却感受到被信任的幸福。朱
同学的工作内容是微信课程科学

课的视频拍摄录制和后期剪辑，
有时做一些新媒体运营上的工
作，比如更新微信公众号。上班
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6点，但她
经常会加班，“一周至少有两天会
加班到八九点，要等剪完当天放
上公众号的视频之后才下班。”

但公司同事氛围很融洽，朱
同学常常会同部门的同事一起聚
餐，“公司大多是年轻人，比较玩
得来，没有压迫感，挺开心的。”

朱同学勤奋的工作也得到认
可，年前部门领导曾告知她毕业
后可以留用。“但由于公司离家太
远。”朱同学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实习时，我可以住在学校，上班
还比较方便，但毕业以后就要回
家住了，上下班太远不方便了。”

一般来说，一家公司如有招
聘意向，都会开出一定就业承诺，
最诱人的莫过于一个好的成长发
展空间。不过本次调查显示，除

了成长空间，90后大学生对工作
环境也有颇多要求。

在回答“你对创业创新型企业
的工作环境有什么要求”这一开放
选题时，来自六所学校的204名同
学主动做了回答，他们提及最多的
是：自由、开放、舒适、团队之间志
同道合和共同进步这五个要素。

其中，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海
事大学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受
访者表示最看重的是自由开放
的工作氛围。上海交通大学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学生比较
看重工作环境的舒适度。此外，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学生还表
示比较关注公司的人文气氛和
企业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和上
海杉达学院的学生关注的是积
极向上的氛围和学习进步的机
会。另外，还有8名上海交通大学
和上海海事大学的学生表示关注
关于同事之间是否能融洽相处。

梦想精彩 超七成大学生愿意加入双创型企业

志同道合 共同点燃创业激情

理想现实 薪资期待值在5000元至7000元

■网友观点
■创业者说 创业型公司：理科生应届生更吃香

记者就大学生加入创新创业型企业的就业意愿对

上海六所学校的273名学生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各个学校均有半数以上大学生有进入创新创业型企业

工作的意愿，总共有75.73%名受访者表示有进入创新创

业型企业工作的意愿。对于进入创新创业行业型企业

后，在薪资待遇方面的要求，48%的受访者要求在5000元

至7000元之间，同时，预期薪资水平在10000元以上的受

访者占18%。不过，也有8%的受访者表示对于薪资无所

谓，经历最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