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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上海市社区文化服务中心等共同举办的，以“弘扬海纳百创精神，助力科创中心建
设”为主题的2017年东方讲坛·创业生涯系列讲座活动，自5月至7月在上海图书馆持续开讲。上周六，“足记”APP创始人杨柳在东
方讲坛现场，与在场的听众分享了自己的创业故事。她深感要实现创业梦，仅靠一个好点子远远不够。同时，作为一名内容创业者，
对知识产权保护也让杨柳在创业路上感触良多。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二、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提供资助 单位：元

项 目 现金 非现金折合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601620.00 0.00 60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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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802.84 0.00 13068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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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信息

（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本基金会（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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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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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

及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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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公益事业支出 1，

306，802.84元，上年收入合计1，806，550.34元，公益事业支出占

上一年总收入的比例为72.34%；工作人员工资福利1，780.96元，

行政办公支出61，106.24元，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

总计62，887.20元，占本年支出的比例为4.59%。

审计机构：上海上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7年3月10日

同意

监事：徐军

2017年3月31日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2016年） 单位：元 四、审计报告结论 五、监事意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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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8017.20 18721575.01 流动负债 1019882.35 1286.90

其中：货币资金 963617.20 721575.01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200000.00 200000.0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38254.93 27828.49 负债合计 1019882.35 1286.9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0000000.00 10000000.00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9196389.78 8948116.60

净资产合计 19196389.78 18948116.60

资产总计 20216272.13 18949403.50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20216272.13 18949403.50

项目 数额
上年度总收入 1806550.34

本年度总支出 1371008.14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1306802.8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780.96

行政办公支出 61106.24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72.34%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

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4.59%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本年收入 1122734.96 0.00 1122734.96

其中：捐赠收入 601620.00 0.00 601620.00

商品销售收入 0.00 0.00 0.00

投资收益 509536.98 0.00 509536.98

其他收入 11577.98 0.00 11577.98

二、本年费用 1371008.14 0.00 1371008.14

（一）业务活动成本 1306802.84 0.00 1306802.84

（二）管理费用 62887.20 0.00 62887.20

（三）筹资费用 1318.10 0.00 1318.10

（四）其他费用 0.00 0.00 0.00

三、限定性净资产

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

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248273.18 0.00 -248273.18

这一点，在近期举办的东方
讲坛上，共青团上海市青浦区委
员会副书记、工信部全国中小企
业政策咨询专家张福奇也深有感
触。

作为一名创业过来人，张福
奇告诫创业者，在创业初期，如
果没有对知识产权问题引起足
够的重视，就可能会给创业公司
带来无谓的损失和风险。他指
出，在创业初期，知识产权保护
虽然不能马上为企业带来直接
的利润，但可以帮助企业避免未

来无谓的损失和风险，建议创业
者在进行产品研发和业务构建
的同时，也要做好早期知识产权
的保护。

在东方讲坛现场，张福奇还
就如何抓住专项资金政策红利
——国家扶持中小微企业政策体
系指南解读与运用，从当前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新形势、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如何认识和把握政策
的要点；以及扶持政策实务操作
等方面，为创业者做了全方位的
解读。

“创业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离
不开五大要素。”张福奇表示，一
是政策要素，创业者要积极申办
相关的资质认证，包括让企业争
做相关试点。二是资金要素，创
业者要建立多渠道的资金筹措机
制，既要争取政府的扶持资金，也
要争取投资机构的支持。三是要
实施多元化的人才战略，因为创
新驱动的本质就是人才驱动。四
是要建设工程研究实验的基地，
要建立一些平台。五要拥有一定
的技术，既有自主创新的技术，也
要有引进的技术，通过扩大交流
合作来促成创业者技术方面的一
些合作。

作为70后的白羊座，和一个
长期电影“发烧友”，杨柳做过记
者，码过专栏，当过大学老师，然
而十多年的工龄，她却没有真正
从事过与电影相关的工作。2014
年，无心插柳，杨柳“意外”开始了
她的创业之路。当自己喜欢的专
业与十来年的工作经历终于殊途
同归时，回忆起自己创业路上不
断“修片”的过程，杨柳感慨万千。

她说，因为电影一直是自己
最大的爱好，她想要找一些故事，
让每一个地点都变得更有温度，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好地记录生
活，表达自我。她要让平凡的街
道、平凡的餐厅，因为有了故事，
能让更多的人找到共鸣。

说起当初创业的想法，杨柳
说很单纯，也很简单。2013年
底，一个奇怪的念头出现在她脑
海中：“如果有一个APP能让我
方便地找到电影中的取景地，知
道身边的景点发生过哪些故事，
那该多好。”于是杨柳找到开发
团队做出了最初版的“足记”，在
一个创业者聚会上展示，结果反
响不错，这也更坚定了杨柳走上
创业之路的决心。杨柳对于“足
记”APP的最初定位，只是做一个
自己喜欢的软件应用。

杨柳深感要实现创业梦，仅
靠一个好点子远远不够。因为，
把梦想变为现实，远比想象中复
杂得多。从对经营管理一窍不
通的文青，到成为如书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的CEO，她在创业路上
遇到的困难，也可以写出一部

“血泪史”。
回忆起真正让“足记”火起

来的“催化剂”，是杨柳和她的团
队原创出将照片一秒钟变成电
影截图的功能。不过，由于对创

业者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杨柳
也为此付出过代价。“我们原创
的电影截图功能就是可以在拍
摄的照片上加一些画面渲染，并
配上类似电影台词的文字，让它
看上去像电影截图。这一过程
很简单，用户很容易上手。”

然而“足记”原创的照片电影
化功能，在推出不久后，就有多个
知名APP拍照软件纷纷在“足记”
的软件上加入相同功能，随便数
一数，就有十多个类似的软件应
用“借鉴”了“足记”的创意，杨柳
说，自己是心中有苦说不出。

对于国内创业者缺乏知识
产权保护意识，杨柳深有感
触。作为一名APP内容创业者，
杨柳认为，这种情况在创业圈，
尤其是在互联网圈子里早已见
怪不怪。“国外有什么好的创
意，国内抄一下就能火，尤其是
有关互联网的创意，很多人都
是抄来抄去，这样的风气对创
新者非常不公平，特别是对那
些有好创意的小公司。这样下
去，大家都不愿意搞创新了。”
所以，后来杨柳为“足记”申请
了软件著作权，为企业减少了
利益的损失。

创业要增强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意识

杨柳
创业离不开自主技术

与引进技术相融合

张福奇

东方讲坛·创业生涯系列讲座

创业路上别忘保护知识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