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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讲座

·聚焦创
2016年“上海市青年创业英才选拔培训班”启航

互联网行业创业者占比最多
培训班能教给创业者什么？

在开班典礼上，第一期学

员与二期创业英才培训班的新

学员进行了坦诚、充分的互动

交流。

互动一开始，就有二期学员

提问，一期学员来自各行各业，

上次培训后，在学校学到的知识

有多少转化成战斗力，有没有印

象特别深刻的，尤其是对自己的

企业发展比较实用的东西？

对此，一期学员代表回答，

他认为参加一期培训非常有意

义，能加深自己对工作的理解，

同学之间的交流扩大了朋友圈

子。相似的创业培训课程，他

上过交大的，中欧的，印象最深

刻的还是培训班郑旭老师讲的

商业模式，以及培训班老师讲

的能力管理等课程。他建议二

期学员注意学习，不但自己一

个人学，还要把学习到的知识

带给自己的团队。

二期学员还提出大家都是

培训班学员，也都是创业者，一

二期学员是否能够进行资源整

合。培训班又能提供哪些服务？

对此，一期学员表示，一期

学员在资源整合做得特别好，

由于相处融洽。郑旭院长则补

充，一期同学之间后来交流会

这 么 多 ，最 核 心 的 是 因 为 信

任。因为一期学员中多数创业

者拥有最好的技术，但尚未建

立品牌知名度，于是同学们就

成了彼此的首批客户，每一位

同学都彼此成为了同学产品的

代言人。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在上周五的开班仪
式上，上海开能环保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瞿建国作为知名企
业家做了主旨演讲，这位有着传
奇创业人生的老兵刚刚摘得中国
上市公司十大创业领袖人物桂
冠。从一名农村基层干部成长为
全国知名企业家，从“老八股”创
始人到创业板公司当家人，瞿建
国见证了从农村合作社制度到现
代企业制度的嬗变。而这位创业
达人表示，比起创业导师，他更愿
意做青年创业者的老师傅，一起
聊聊创业经。

小木匠带出了上市公司
“我太羡慕今天的创业环境

了。”瞿建国如此感慨。回顾他的
一生经历，可谓是创业的一生。

在1985年初，瞿建国当选
川沙县孙桥乡分管工业的人民
公社副社长，分管着200多家乡
镇企业，从业员工多达八千多
名，一举成为当时知名的亿元
乡，一时风光无限。

1986年，瞿建国毅然决定
下海，却遭遇重重阻力。“当我
决定要创业，组织不批准，领导
不批准，乡里的老百姓也不让
走。”瞿建国介绍当时干部下海
如果没有得到批准，都看似违
法犯罪。瞿建国最终辞去公职
创业是靠县委县政府的特批。

下海的瞿建国没权没钱，还
被迫带着一家亏损40多万的企
业求创业发展。无奈只能向社

会公开募集资金，于是申华实业
的前身上海申华电工联合公司
演变成了股份。90年代，申华电
工上市，成为是中国证券市场最
早发行股票的公司之一，成就了

“老八股”之一。瞿建国成为了
最早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之一。

年轻人要勇于冒风险
“到1999年，我看着申华实

业，就像看到一个自己抚养的
孩子越来越大，应该成家立业
了，而我对它也越感到力不从
心了。”因为瞿建国在申华实业
的股权不断的稀释，在走向以
资本说话的年代争议不断，他
最终选择了离开。

1999年，瞿建国带领全家移
民到加拿大，过上悠闲的退休生

活，但总觉得他乡非故乡，难以
适应，遥望浦东热火朝天的景
象，他又决定回国创业，于2001
年回国创办了开能环保，并带领
开能环保上市，又开启了瞿建国
第四次创业之旅。

瞿建国说“创业似生育孩
子，只要全心全意无私地爱心
付出，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我
也赞同年轻人冒风险创业，因
为年轻人有时间的资本，有激
情，失败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摔
倒了一定得爬起来”。”面对创
业后辈，瞿建国如此鼓励道：现
在的时代是创新创业最好的年
代。只要能看准十年以后社会
发展的格局，社会老百姓真正
需要什么，这就应是一代创业
者为之奋斗的方向目标。

60名候选人封闭式培训
据悉，2016年“上海市青年

创业英才开发计划”由中共上
海市委组织部、中共上海市科
学技术工作委员会、上海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张江高
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共青团
上海市委员会等单位联合实
施。

自今年6月青年创业英才
计划启动报名以来，经各区县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初审，区委
组织部和团区委联合推报，市
遴选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共有
125名初步候选人选入围复审，
入围复审人数比去年增加了
45%。这次推报还增加了社会
自荐和第一期学员推荐两种方
式，进一步扩大了选才育才的
视野。

8月，由市人才工作协调小
组牵头，团市委具体执行，组建
了由 53 位政府职能部门负责
人、知名企业家、风投机构合伙
人以及各行业专家组成的遴选
委员会。其中政府职能部门负
责人13人，知名企业家代表20

人，风投机构合伙人10人，各行
业专家代表10人。

记者了解到，遴选委员会
办公室根据行业领域，将125名
推报人选划分为5组，最终60人
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从行业
类型来看，互联网组人数最多，
占到 18 人；此外，现代制造组
10人、文化创意组10人、现代
服务组14人、综合组8人。

青年报记者还了解到，本
次开学典礼也是今年上海双创
周的系列活动之一。10 月至
11月，主办方将利用4个双休
日，组织60名候选人参加为期
9天的封闭式选拔培训。此次
创业英才选拔培训由上海青
年创业学院和华创互动教育
研究院共同承办，为学员提供
了现代化的智慧教室，配备了
优质的师资力量，度身定制了
培训课程，并安排专业的教学
管理队伍跟班管理，旨在为参
训学员提供优质的培训服务，
帮助学员全面提升创业能力
和综合素养。此外，主办方还
从学习纪律、团队精神、学业
成果、商业潜力、社会责任等

多个维度考察和培训学员，最
终根据遴选委员会、评委专
家、梦创导师及学员互评等方
面的成绩，结合候选人的培训
表现进行综合评分，研究提出
30 名上海市青年创业英才人
选，报市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审
定。12月初，入选名单通过新
闻媒体向社会公示后，将正式
向社会公布。

《梦创上海》展示创业风采
开学典礼上，由团市委、

《解放日报》等单位联合编撰的
《梦创上海》画册首次发布，该
画册全方位展示了第一期青年
创业英才的创业故事和风采，
受到了广大青年创业者的热
捧。同时，主办方还向部分“梦
创导师”代表颁发了聘书。

团市委副书记王宇在讲
话中，对入围选拔培训班的60
位学员表示了祝贺。他希望，
青年创业者们能够坚持梦想，
把握机遇。既把握住创新创
业的时代潮流，也把握住青年
创业英才班这么好的培训机
会。同时，他还勉励大家不忘

初心，专注创业。更加专注于
各自企业的发展、产品的创新
和客户的体验，做自己最擅长
的事情，做自己最想做的事
业。用自己的拼搏奋斗为上
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贡献力量。

《解放日报》副总编马笑虹
介绍了《梦创上海》画册历时三
个月的编撰过程，希望在“双
创”的时代，《梦创上海》画册能
给这座城市留下属于青年创业
者的声音和故事。

市委组织部人才处处长胡
章萍在致辞中说：“今天的上海
是一片创新创业的热土，上海
具有服务的优势；人才的优势；
科技的优势；上海提出了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
目标，并且制定了详细周密的
发展规划，出台了“22条”意见
及配套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
友选择上海创新创业”。

在开学典礼结束后，举行
了首场主旨演讲，第一期创业
英才代表也在现场与第二期创
业英才培训班的新学员进行了
互动交流，现场气氛热烈。

郑旭：第二期课程再调整
日前，第二期“上海市青年

创业英才选拔培训班”已经开

班授课。那么这期培训会给创

业者带来怎样的课程，与第一

期相比，第二期课程设计又有

哪些变化呢？带着这些问题，

青年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培训班

课程的主要设计者——梦创商

学院执行院长、华创互动教育

研究院执行院院长郑旭。

郑旭介绍第二期的课程包

括《科技发展趋势与政策》、

《构建创新企业高潜力团队》

等。他表示，今年经济环境和

创业形态相比去年已发生较

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

单纯靠商业模式，靠概念性设

计的互联网创业企业大批步

入“寒冬”，投资人越发关注企

业是否有核心竞争能力服务

客户，而不是靠一些概念来去

赢得市场。根据这个变化，第

一期培训班的《商业模式的创

新》课程被置换成了《打造科

技企业的创新体系》，旨在帮

助第二期学员在企业系统性

地构建创新体系。

“我们第二期邀请非常棒的

教授来授课”，郑旭介绍，为邀请

知名教授来授课，筹备组颇费了

一些周折，比如这次来上课郭致

星教授、尤登弘老师平时都非常

忙碌，但为了配合英才培训班上

课时间表，老师都做了一些牺牲。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卓越的城市需要出
彩的青年。近日，2016
年“上海市青年创业英
才选拔培训班”开学典
礼在上海青年创业学
院举行。团市委副书
记王宇、丁波、《解放日
报》副总编辑马笑虹以
及主办单位代表、梦创
导师代表、第二期青年
创业英才学员、部分第
一期青年创业英才代
表共计100余人出席了
开学典礼。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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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做年轻创业者的老师傅

2016年“上海市青年创业英才选拔培训班”开学典礼在上海青年创业学院举行。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