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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创创
阿里云教育和创业孵化事业部战略合作总监

互联网时代下，创业者若能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变

化、能够主动融入更大的生态系统并积极寻找和利用

身边有效的资源，则会让自己的创业变得更聚焦。

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一份优秀的创业计划应当拥有清晰的商业逻

辑。包括潜在需求的分析，论证；解决方案的可靠

性；解决问题的路径；现有的资源和成长需要的资

源；阶段性的目标；团队的背景和分工。

盛和资本创始合伙人、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客座教授
我希望在比赛中看到“性感”的项目——商业模式

简单清晰，有创新，虽然是早期天使项目，但已经有很

好的成长性，我希望看到一种成长的趋势！同时，我希

望选手不是为了融资创业，而是为了创业而融资。

蚂蚁雄兵的创始合伙人
我会为“心中有火眼中有光”、情商高的选手点

赞。他要有全局的眼光、战略的思考、超强的落地执行

能力；他对未来有明确的目标，也有清晰的执行计划；

他对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或行业有充分的理解和专注

度，我们称之为knowhow。

苏河汇副总经理兼董秘
我不希望看到台上的选手缺乏自信、丧失激情、甚

至对业务不熟悉。不要因为创业而创业，而是对自己

选择的项目方向从内心由衷地热爱，并且能够充满自

信，朝一个方向坚持下去。

上海世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市开业指导专家志愿服务团理事长

当下的青年创业应以满足自己身边熟悉的需求作

为创业小切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作为创业

主战场，从而克服缺少资金、缺少社会资源、项目本身

存在缺陷的硬伤。

上海创业计划大赛盘点 探往届辉煌看精彩今朝

决赛宣言：无
论在哪，骑乐无

穷；无论怎样，骑

乐无穷；无论是谁，

骑乐无穷！

自行车运动在欧美等发
达国家已是非常成熟的体育产业，中国在
这块领域虽然刚起步，但骑行爱好者总人
数已多达2000万人，且每年还在以惊人的
速度增长。如此蓬勃发展的领域却没有专

业的电商平台提供服务，“骑乐无穷”发现
了其中的商机。

骑乐无穷创建于2012年，是一家骑行
类的体育电商。由薛蛮子、中奥集团等众
多国内投资机构领投；目前已在自建商城
平台销售出70000件以上商品；他们的“骑
葩资讯”平台也受到70万用户的喜爱。体
育赛事是这家创业公司重点倾注的领域，
公司正在积极整合各项资源，为尽早打造
出国内一流影响力的赛事IP而努力。

忆往届 组委会与创业者共成长

第一届创业计划大赛获得了众多创业者及意
向创业者的踊跃报名参赛，并最终从中角逐出10
强。据统计，最终入选10强的选手项目涉及IT、
医学、环保科技、手工文化等多个领域。获奖选手
除了获得现金奖励外，还得到了创业导师、投资意
向书、创业场地、采购意向书等资源对接。

无独有偶，于2014年举办的第二届大赛更
吸引了不少优秀创业项目的目光。决赛现场不
仅产生了大赛10强，同时还颁发了公益创业奖、
创新创业奖、文化创意奖等一批特别奖。

看今朝 引入先进模拟创业系统

更高起点
今年6月28日，由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就业促进中心主办、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
会承办的第三届上海创业计划大赛正式启动。

本届大赛共点燃了301个创业项目的参赛
激情，以对象覆盖面广、关注创业者成长、注重服
务“落地”、发挥新媒体宣传作用为四大特点，在
总结前两届大赛经验的基础上，在宣传、赛后对
接等服务上做出了更大的努力，不遗余力地助力
创业者，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氛围。

别出心裁
第三届大赛在复赛阶段引入了 Market-

place Live创业及企业管理实践系统，复赛选手

或以团队合作或以单打独斗的形式在系统中进
行模拟操作训练，完成从建立公司组织团队，到
调整战略制定计划管理现金流，再到战略执行提
高盈利能力这三阶段，共五个季度的模拟。

压轴登场
经过复赛阶段的综合评分，共有12名选手

入围决赛，除了一路从初赛复赛过五关斩六将诞
生的10强选手外还包括第四届上海高职高专大
学生创业计划大赛金奖获得者，不仅是一个优秀
项目的展示平台，更为学生团队开启了晋升通
道，使得他们有机会站上同一个舞台角逐竞技。

据统计，决赛项目涉及IT、文化体育、生物
医药等多个领域，年龄以 25-35 岁为主流人
群。作为2016年全国双创周上海分会场的特
色活动之一，本届大赛的决赛选择了在双创活
动周的最后一天压轴登场。

据悉，获得优胜奖的6强选手，将获得5万
元的现金奖励、小额担保贷款推荐、与创业导师
结对的机会以及创业园区优先入驻等一系列创
业大礼包。

决赛选手风采展示

决赛宣言：幻盒

文化（LunchBox）始

终保持 7X24 在线，

奋斗在生命的每一

刻。

在都市人的日常生活
中，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饭盒。于是上海
一家创业公司在饭盒、纸巾上做起了文章，
进行广告位拍卖，让都市人的日常生活充
满创意惊喜。

这就是幻盒文化，微信公号叫“要
饭”，它其实是一家餐饮物料供应 O2O 商
城，提供一次性餐盒、筷子、饭羮、纸巾
等。与其他供应商不同的是，他们通过引

入第三方广告，降低餐饮商户采购成本。
经过一年的市场验证，幻盒文化形成集合
三千种SKU单品，五大业务分成三条产品
线，使用两套VI视觉体系区分，整合优势
市场资源，打造具有新型分众式媒体的餐
饮订购平台。

目前在上海地区已有6000余家合作
餐饮商户，下属广告业务餐盒传媒日消耗量
超过32万只，日均受众逾18万人次的媒体
广告网络。随着餐饮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商
户的品牌意识和个性化要求日益增多，幻盒
文化以集合全国数十家生产厂家优势，开展
了定制服务，满足市场需求，受到了商家广
泛好评，尤其是中高端商户的欢迎。

决赛宣言：我们是优普，我们做的是科

普，我们的目标是“up”。

起源于上个世纪70年代起源于欧洲
的科学商店（Science Shop），是依托大
学、植根社区的科学研究与普及组织，旨
在解答居民和非政府组织的科学疑问，
它来到中国后经过几代大学生实践，更
接地气，甚至成为了公益创业方向，有意
成立成公司运作的“优普”团队就是其中
之一。

“优普”植根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科普

志愿者服务队，是
一家向郊县提供优
质科普服务和科普
热点、人才培养解
决方案的公益组织。
其以民生需求为导向，
紧贴专业特色，与政府部门、大 型 企 业 、
知名公益组织联建形式多样、创新力强的
科普项目，推出一批优秀科普文创产品，成
功搭建起实体空间和网络空间相结合，现
代交通、农村科普、创意科普相融合。

决赛宣言：我们

团队致力于在静脉

输液治疗领域打造

安全智慧输液模式，

为用户带来一种属于

我们的温情！

在医院日常工作中，静脉输液是
临床最常见的治疗手段，但不少烦人的难题
一直困扰着医护人员、病人和家属，比如药液
滴完未及时处理容易产生回血；输液需要家
属陪护，耗费精力；护士站动辄多床位报警时，
护士拔针换药应接不暇……为了改善这一状

况，众多创业者开始探索这一智能医疗领域，
进入本次决赛的启罗韦特就是其中之一。

“启罗”古指最亮的星，“韦特”取自“vi-
ta”，是生命活力之意。启罗韦特智能输液宝
可自动监测省心省力，减少家属看护成本；
标准定量监测，降低药液损耗率……这一产
品的创造者是一个充满明亮而鲜活的团队，
他们中有从事建筑行业二十余年的同济高
工，有在光电信息工程领域拥有过硬电子单
片机设计经验，屡次获得市级奖项的技术人
才，还有拥有丰富市场经验以及社会渠道资
源的市场开发人才。

决赛宣言：只
为中国男士做一条

好 内 裤 ，MINE-

FIELD等你来穿。

曾几何时，男士内衣领
域突然成为创业界的新宠。比如体育明星
贝克汉姆代言了一款瑞典平价品牌，并为
其拍摄了内裤广告，奥运羽毛球冠军林丹
自创内衣品牌“Intimate by LIN DAN”，并
于2015年9月29日，在其个人内衣品牌店
走秀。本次决赛也走出了一款男士内衣轻
奢品牌——MINEFIELD。

如今的奢侈品牌开始走大众路线，消
费者也越来越理性，于是轻奢侈品有了迎
合市场需求的机会，MINEFIELD创始团队来
自海外名校，对于轻奢有自己独特的理
解。他们欲打造国内首个男士内裤包年服
务品牌，首推内裤包年服务，单条内裤均价
在百元左右。每季度提醒用户即时更替，
解决后顾之忧。品牌理念是专注极致，简
单易选。每条内裤都优选80支奥地利兰
精莫代尔面料，制定专属于亚洲人身材的
版型，为每位用户推荐私人服务。

决赛宣言：让实现智慧社区物联网像

搭积木一样简单。

智慧社区管理，智慧生活服务，智
慧安防……以社区为载体的智慧社区
近两年也逐步从概念进入到实践，在智
慧社区领域探索的不仅有各方大佬还
有众多创业团队，比如进入本次决赛的
凡米智能。

凡米智能针对智慧社区前装市场，持
续开发了几十种硬件模块，软件模块API和
基于云平台的SaaS服务，让实现智慧社区
物联网像搭积木一样简单。已经拥有2项

发明申请和8项计
算机著作权，更多
的 发 明 正 在 申 请
中。与华东师范大学
合作的产学研项目获得
区第二名。也获得了上海国际科博会的
2015年最佳创意展示奖和2016年最具科
普价值奖。同时产品的完整性和服务快速
性已经获得行业认可，是某准一线省智慧
社区标准下ZigBee协议目前唯一的供应
商，也为多家大型企业的智慧家庭提供模
组和SaaS服务。

决赛宣言：用
新材料推动行业

发展，用新思维改

变生活方式，威碳新

材，让生活更美好。

昔日仅应用于军工领域
“贵族”材料——碳纤维日趋“平民化”，随
着碳纤维成本的降低，以及先进低成本制造
复合材料技术的突破，碳纤维复合材料在民
用领域应用的不断扩大，激发了创业者对碳
纤维复合材料民用产品设计创新需求，进入

本次决赛的威碳新材就是这样一个团队。
威碳新材专注于碳纤维复合材料产品

设计（包括工业设计、结构设计、仿真分析）
和产品制备（包括打样、生产）为一体的创
新型公司，该公司整合了国内多家知名航
空院所和相关生产企业的技术骨干，为航
空航天、汽车工业、机械工程、医疗器械等
企业开发定制化的碳纤维复合材料结构
件，来替代原钢铁部件、玻璃钢部件所存在
的缺陷和应用瓶颈，帮助客户实现产品更
新换代，解决行业痛点，提升产品竞争力。

决赛宣言：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国际一流

的设计品牌和设计工作室，不断探索物与人与

空间的关系，表达自己对于美的理解。

设计师是生活的精
灵，一些雕花，一段故
事，一场歌剧，甚至
于是一顿午餐，都
能让他们获得灵
感，从中悟出设计
的奥妙。天马行空

的他们最容易成为创

业者，进入本次决
赛的徐纯纯和王雷就
是这样一对情侣。

上海肆然创意设计有限公司由徐纯纯
和王雷创立于2015年4月，公司旗下原创品
牌SerendiPPo成立一年半里在上海时装周
发布了四个设计系列，建立了与五家买手
店、两个国内外男装品牌、四家时尚电商等
优质渠道之间的合作并快速地发展。同时，
通过优化价值链各环节，为成熟服装品牌提
供配饰开发解决方案，不断积累优质客户。

决赛宣言：用科技呵护健康，用技术改

善生活，用梦想筑梦未来，善奇生物科技

——为健康生活筑梦。

巧克力，是从古代玛雅及阿兹特克人
的“神圣饮料”、“液体黄金”，它是16世纪
欧洲上流社会的奢侈时尚之物，如今是情
人节的甜蜜礼物，风靡全球的美味食品。
但可可的价格近年始终居高不下，商家们
纷纷开始寻找可可脂的替代产品比如代可
可脂或者类可可脂。进入本次决赛的善奇
生物，就是一家研发“高品质类可可脂”的创
业型企业。

善奇生物科技
利用生物酶工程技
术对棕榈油中间分
提物进行改性制备与
天然可可脂具有完全一
致的化学和物理特性的类可可脂。制备的
类可可脂具有与天然可可脂一样的分子结
构和熔融特性，与市场上的代可可脂相比具
有口感好、安全性高，不含反式脂肪酸。成
本仅为天然可可脂的30%，目前本项目已经
进入中试阶段并在上海好时巧克力工厂进
行试生产，工艺已经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决赛宣言：不忘初心，改变世界，哪怕只是一点

点。创业，我们是认真的。

上海笙墨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推出的
“大吉升泰”微水景生态缸以“环保、艺术、自然”
为创作理念，打造舒适的产品体验。产品运用自
然界中最为质朴的各类植物进行组合搭配，构建
小型生态圈，令缸内自成稳定的生态系统，极大减

少日常维护的时间，在为用户提供美好的自然风光
和水族生态的同时，也为用户解决日常管理费时费力费

水的麻烦，真正做到两年以上“零换水”，调节室内微环境，营造
高雅恬静氛围，带来视觉艺术享受。

决赛宣言：澎程户外游，用心做好每一

场亲子活动

《爸爸去哪儿》季季热播，火了屏幕，也
让80后、90后的父母眼热，小朋友们的暑
假、寒假、周末，除了出游，还有哪些方式能
带着娃儿们去撒欢呢？这个问题或许交给
创业者彭逸飞，他或许能给你更多惊喜与
答案。

彭逸飞创立的澎程户外游专做亲子
活动的品牌。他的企业致力于拉近亲子
距离，增加亲子间交流。同时举办迸发型

亲子活动，在各地
同 一 时 间 开 展 活
动，以达到目标体
量。有别于亲子游，
澎程户外游以2-3小时
的活动为主，亲子游为辅，通过和学校及
政府相关机构合作的方式提高每场活动
的质量以达到扩充用户提高粘稠度的效
果。而彭逸飞的目标是把澎程户外游打
造成一个平台，一个集亲子沟通与亲子折
扣商城的平台。

决赛宣言：
为梦起航、扬帆前

行！做自己梦想

的主宰人。

《步步惊心》、《宫》、
《花千骨》……一部部古装剧的热播，让中
国风珠宝惊艳了屏幕，悠久的历史、古老神
话与深厚文化底蕴让中国风珠宝美艳惊
人，体现出独特的中国文化与情感。上海
工艺美术职业学院2011级学生张佳慧就
是一个致力于将“非遗文化”融入原创珠宝
的设计师，她工艺首饰融入了花丝、刺绣等

中国元素，在多项大赛中屡屡斩获大奖。
刚毕业的张佳慧已经成立了属于自己

的工作室——J&V珠宝首饰创意团队，J&V
为Jia Vieruodis的简称，Jia取于张佳慧中
文名当中的拼音，有美好之寓意，Vieruodis
提取于古希腊神话碧落迪斯精灵之姓名，
有灵动多变且象征着幸福与未来，她希望
为客户打造灵活生动，富有情感意义，又可
多功能佩戴的个性创意首饰。以中国传统
非物质工艺结合国际时尚创新，立志让博
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

青年报记者 孙琪

2012年，上海市启动
了第二轮促进创业带动就
业三年行动计划（2012年-
2014年）。作为贯彻落实
新三年行动计划的一项具
体措施，上海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主
办了以“携手创业路，共圆
人生梦”为主题的上海创业
计划大赛，旨在鼓励一批具
有创业构想的青年迈出创
业第一步，帮助处于初创期
的小微企业创业者走好第
一步。时至今日，创业计划
大赛已成功举办了两届，第
三届也将于今日结束群雄
逐鹿的决赛，画上一个圆满
的句号。

青年报见习记者 赵颖欣

石祥波

万黎峻

虞建卫

张相廷

马腾骄

翁联辉

评

委

寄

语

幻盒文化O2O商城 创始人：杨廉清 MINEFIELD男士内裤 创始人：沈醉 骑乐无穷体育电商 创始人：褚侠肆然创新品牌设计 创始人：徐纯纯、王雷

优普科普服务 项目负责人：王佳伦
凡米智能社区服务 创始人：邹黎

启罗韦特智能输液宝 创始人：罗龙龙

威碳新材创新设计 创始人：竺铝涛

善奇生物类可可脂 创始人：李成

大吉升泰微景观缸
创始人：赵陆敏、刘浩恺、薛琳杰

J&V珠宝首饰设计 创始人：张佳慧

澎程户外亲子游 创始人：彭逸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