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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不止适合思念，更适合见
面，逛“海纳百创·创潮秀”，聊创
意、看潮品，和创客小伙伴在一起。
近日，为期两天的2021“海纳百创·
创潮秀”创业创意成果展示活动在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成功举办。

通过前期征集、推荐、专家评
审，27个创业项目从近百个报名
项目中脱颖而出，相聚在“海纳百

创·创潮秀”现场。活动现场，主办
方为创业者搭建与资本的对接平
台，组织相关采购商参加展示活
动，帮助创业者拓展市场渠道；组
织与创业成果产品相关的产业链
合作商参加展会，丰富创业者的
合作资源。

“智”造传统，守正致远
非遗文化交流成为本次“创

潮秀”的一大特色。将非物质文化
遗产与研学旅行结合在一起，通
过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创新、活化
这些技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真
正走进我们的现代生活。

沉浸式体验仿非遗物品修复
的“沐古计划”，感受“天光云影共
徘徊”的创新非遗宋锦美学；让景
点、文创产品和非遗“开口讲话”
的“竹腔艺调”，真正做到“以史鉴
今，砥砺前行”，唤醒文化自信，培
养青少年人群对于传承传统文化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科技引领，“爱”创未来
在本次创潮秀的成果展示活

动中，上海市静安暖暖公益服务
中心为残障儿童提供专业、免费、
系统的艺术课程，培养他们艺术
才能，搭建起发现自我，增强自
信，获取技能并参与社会群体的

平台；上海静安区景悦社区公益
发展中心的创意主题心灵工艺品
DIY，由残障人士介绍、售卖他们
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制品。

现场还有很多关于关爱儿童
以及残障人士提升的相关项目，
也希望通过这些项目的推广，让
更多的残障人士成为社会经济发
展的参与者、贡献者以及受益者。

文化、艺术、数字、科技与传
统相融合，创业政策、创业专家、
创业资源与创业服务平台相结
合，2021“海纳百创·创潮秀”创业
创意成果展示系列活动静安专场
近30项优秀创业成果，展现了上
海创业者的创新思维和发展动
能，见证了“后疫情”时代上海年
轻一代创业者对创业精神的坚
守，也见证了朝气蓬勃的创业企
业的高质量发展。

据悉，“海纳百创·创潮秀”已
举办整整5年。5年间，“创潮秀”
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支持小微企业
发展政策，搭建创业公共服务平
台，指导近3000名创业者破解创
业难题，帮助1000多个创业成果
拓展销售市场、对接资本市场，助
力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
经成长为上海市公共创业服务一
块金字招牌。

（“海纳百创”微信公众号）

“ 智”造 传 承 “ 爱”创 未 来
2021“海纳百创·创潮秀”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专场成功举办

我在人才服务中心挂职的两年时间过
得很快，也很慢，但总算是一只脚踏进了人
事人才工作的大门。而领我走进这扇大门
的，就是我身边的人社人。

他是最美人社人。我很庆幸与一支金牌
团队共事，我更欣喜团队的领队是最美人社
人。还记得这两年里，他最常说的就是“用我
们的辛苦指数换客户的幸福指数”，他这么
说，也这么做。

我刚来金融人才服务中心时，惊讶于这
里的秩序井然，快捷高效，工作人员佩戴党
徽上岗，细致又耐心地回答每位客户的问题，
而且是“一站受理，一窗通办”。而这一切，得
益于他当年结合人才服务大调研的工作要
求，积极联系有关部门，通过实名制、分时制、
轮候制的原则把控，使客户先进行网上预约
取号，再按照预约时间到现场递交材料。这可
比全市“一网通办”领先了好几年呢。他说，

“将心比心嘛，我们自己在银行办事，也不想
一个窗口大排长龙，别的窗口门可罗雀”，于
是，自我加压、苦练本领就成了他的座右铭。
在他的带动下，经过几年工夫，大家都成了金
融人才人事服务的“多面手”，真正实现了“一
人多岗、一岗多能”。

他常常自诩“店小二”。我一开始也在新
闻里见过这种说法，却不理解这三个字的份
量有多重，直到这两年，遇到他，才了解了个
中涵义。“您好，我是金融人才中心的‘店小
二’，有什么可以帮您？有需求，您尽管提；有
疑问，我和团队为您解答。”这是他一直经常
挂在嘴边的两句话。他常说，别看我们商城路
离金融单位很近，来办事的人也多，其实许多
金领在窗口开放的时间抽不出空过来。因此，
他决心打通“最后一公里”，牺牲自己的午休
时间甚至周末时间，把政策送上门。像去年一
批人才新政实施后，他说：“这么好的政策，是
上海给所有对这座城市心向往之的人才的大
礼包，坐在大厅里培训怎么够？我们得走出
去，得把新政送上门！”于是，2021年伊始，他

便热火朝天地开展了“服务月”。
他还是事必躬亲的党务工作者。他告诉我，我们现在都说

“党建引领”，党建工作必须跟业务工作高度融合，这样业务工作
才能做得更好，党建工作也才能有声有色。这两年，我也是通过
他，真正了解到原来党建工作可以做得如此丰富多彩。在他的促
动下，上海金融系统党建服务中心陆家嘴分中心成立了，“党建
引领促发展 美丽乡村创新路”“政银联学共建”活动开展了，金
融服务还走进了社区和联建单位。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他一刻不停歇地组织捐款捐物，协助复工复
产，还发起编写了“疫情应对”企业用工操作指引手册，为沪上近
800家会员单位送上这份抗疫大礼。

现在，我回到自己的单位三月有余，还常常想到他们对我工
作的影响，想到他们对我生活的关心支持。虽说隔行如隔山，但榜
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这样的人社人，有这样的“店小二”，有这样
的党员模范，就在我身边，我工作的干劲儿也更足了呢。（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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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就业工作主要分为四
大板块，即职业介绍、职业培训、
扶持创业、失业保险。其中，对政
府职能部门来说，最具挑战性的
是扶持创业工作。因为创业本身
是经济活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
律，政府部门扶持创业过程中必
须认识和顺应这种发展规律，因
此面临很大挑战。回顾近30年上
海扶持创业工作发展历程，主要
分为三个时期。上一期主要介绍
了“探索期”的情况，今天来看

“调整期”——
调整期：

21世纪初到2008年左右
探索期内，有些工作考虑欠

成熟，从而引发了一些问题。2001
年-2008年，我们面对问题，一边
思考一边调整，进入了上海扶持
创业工作的调整期。当时，非正
规就业劳动组织的经营项目有
一部分是由劳动部门推介的。因
为政府推介的关系，业主经营失
败的时候就会找政府，要求政府
承担相应责任，由此引发了一些
闹访事件、群体性事件。

这些问题引起我们反思，政
府部门扶持创业主要还是应该
在政策、环境、服务这些方面，而
不是帮着把创业项目设计好。创
业本身是经济活动，是创业者自
己的事情。反思之后，我们作出
了一系列调整：

一是由政府推介具体的创
业项目调整为发动社会力量开
发项目。2001 年 3 月，上海启动
实施了“4050”工程，采用“五人
运作机制”的全新模式，发动全
社会力量开发“4050”项目，提供

大量适合大龄下岗人员的就业
岗位。所谓“五人”，分别指项目
的设计人、评估监理人、招标
人、出资人以及执行人，全部由
社会机构和个人来担任。所谓

“4050”是指女性 40 岁、男性 50
岁以上年龄较大、就业能力较
差的协保人员、失业人员、原征
地工。经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门选拔和购买服务，由专
业社会机构作为运作方实施项
目征集、项目评估、项目发布、
项目培训、项目跟踪等系列服
务。经认定的“4050 项目”享受

开办费资助、岗位协议补贴、免
费创业培训、免费开业服务、开
业贷款担保或贴息等一系列优
惠政策。

二是不断规范各相关行业
的管理，促进非正规就业劳动组
织向正规企业转变，从中孵化小
微企业。失业人员从事非正规就
业劳动组织就业，在市场中摸爬
滚打，他们的素质和能力大大提

高。在政府3年扶持期满后，有相
当一部分组织可以发展为小企
业。在加强正规化转变的同时，
不断缩小非正规业态。2005 年，
理发美发项目、社区棋牌项目不
再列入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的
经营服务范围。2006 年，车票代
办服务项目停止审批。2007年餐
饮、零售配送、家政服务、代办服
务、小型制作业、信息咨询服务
等项目停止审批。2008 年，零售
配送、家政服务、缝补洗理、文体
服务、租赁服务、家庭工业、汽车
清洁、种植养殖等项目停止审

批。2011年，上海发布了《关于停
止经营型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
认定工作的通知》，明确自 2011
年12月1日起停止接受经营型非
正规就业劳动组织的认定申请。
而此时，上海扶持创业工作也已
有了新的工作对象——新小微
企业，即新创立的小型的正规经
济组织。 （未完待续）

（口述梳理：朱懿晗、忻毓林）

上海扶持创业工作的三个发展时期（中）

【创业故事】

【各区动态】

面对创业，女性的焦虑感
有时候比男性更严重，除了普通
创业者会有的顾虑，很多时候，
女性还会面对婚育等社会家庭
压力。然而，女性还是成为了当
下创业大潮中一股无法忽视的
力量。近日，奉贤区庄行镇举办
了一场“乘风破浪的姐姐”女性
创业活动，助力女性创业。

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
金会专家、复旦大学创业与创业
投资研究中心专家顾礼华受邀
为女性创业者们带来满满“干
货”。顾礼华就女性创业的年龄、
行业等进行数据分析，列举了女
性创业路上面临的障碍以及需要
提升的内容，并结合自己在德企
工作以及投资方面的经验，从女
性所具备的特质、事业与生活的
融合等方面引导女性创业者开始
自己创业。另外还从生意、事业和
创新三个境界更深层次地区别分
析，让此次活动的参与者更加明
白创业的意义与核心本质。

聆听完顾礼华的授课，大家
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还未创
业却有创业意愿的参与者提出自
己的困惑以及已创业的参与者讲
述自己创业路上遇到的困难，对
此顾礼华一一为大家答疑解惑。

最后，区就业促进中心创业
科副科长吴方伟给大家带来创业
政策宣讲，通过政策扶持给以企
业和创业者实实在在的帮助。

本次活动不仅让女性创业
者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更完善和
学习了更多的知识，大家表示要
一起做“乘风破浪”的创业姐姐。

（奉贤就促）

奉贤：做“乘风破浪”的创业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