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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集中发力，围绕解决阻碍创业创新发展的‚堵点‛
和‚痛点‛，以创业孵化载体为抓手，不断释放政
策红利，充分激发‚双创‛主体和载体的活力，有
效推动了‚双创‛发展。2017 年，众创空间帮助
在孵企业获得政府资助达到 31.5 亿元，同比增长
37％。

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新进展

三、资本全面参与‚双创‛，为众创空间发展赋能
2017 年，资本更加深入参与到众创空间的发
展中，成为培育企业成长的有效手段，同时又助推
众创空间提质增效。据统计，全国众创空间中有超
过 400 家为投资机构直接建立，
‚投资＋孵化‛已
成为众创空间发展的重要模式。2017 年，全国众
创空间帮助 1.8 万个服务的团队和企业获得投资，
总额约 670 亿元，其中民间社会资本投资 570 亿
元，众创空间自身投资创业企业约 100 亿元。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的重大举措。2018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
‚要提供全方位创新创业服务，推进‚双
创‛示范基地建设，鼓励大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
开放创新资源，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形成线
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
新创业格局，打造‘双创’升级版‛。目前，
‚创业
孵化‛已成为培育发展新动能、支撑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培养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摘自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出
版的《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 2018》。

四、连锁经营、品牌输出，众创空间网络化态势
初显
一批发展较好的众创空间，通过品牌输出或连
锁经营等方式，在全国多个主要城市乃至国外设立
分支机构，抢占市场，拓宽发展渠道，形成网络发
展态势。优客工场成立 2 年多就在全球 6 个国家
30 座城市布局了 100 个共享办公空间，聚集了超
过 4000 家企业。启迪之星在全国设立了 57 个联
合办公空间，仅北京地区就有 8 个，形成了各具
特色又相互联系的网络化格局。此外，包括北大创
业训练营、腾讯、创客邦、创新工场、3W 咖啡等
均在全国多地布局众创空间，进一步拓宽了发展渠
道和空间。

一、众创空间行业觃模效应凸显，成为服务‚双
创‛的基础平台
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投身众创空间建设和发
展，在全社会营造了浓郁的创业氛围和良好的创业
环境，成为‚双创‛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基础。2017
年，全国纳入火矩统计的众创空间已达 5739 家，
与 2016 相比增幅超过 33％。众创空间总面积超
过 2500 万平方米，提供工位数超过 105 万个，
同比增长超过 36％，当年服务的创业团队和初创
企业超过 41 万个，同比增长 52％，当年新注册
企业超过 8.7 万家，同比增长 22％，举办的各类
创业活动和创业培训超过 25 万场，同比增长
37％。吸纳就业超过 170 万人，其中吸纳毕业 2
年内大学生就业超过 46 万人。

五、毕业企业兴办众创空间，
‚双创‛呈现良性循
环
毕业于创业孵化载体的企业，由于认同创业孵
化的发展理念，在发展壮大后又兴办众创空间，形
成良性循环。毕业于孵化器的猪八戒网，依托其为
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的网上开放平台，采用
‚线上服务＋线下孵化‛相结合的模式，通过众包
的方式服务创业企业和团队，目前在全国建立了
20 余家众创空间和孵化器。同样从孵化器走出来

二、宏观顶层设计逐渐加强，政策红利不断释放
2017 年，各地政府集中发力，出台‚双创‛
政策累计超过 300 项。尤其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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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大讯飞，开办了粒子空间，将讯飞的语音识别
等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基础服务平台向广大创业团
队和企业开放，‚线上＋线下‛相结合供创业者基
于这个公共平台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应用，在孵化
别人的同时也成就自我，拓展上下游，打通产业链。
此外，包括达安基因、银江科技等毕业于孵化器的
优质企业，都通过创办众创空间进一步获得发展动
力，为企业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Flowerplus）
，短短 2 年多即成为鲜花领域排名
第一的企业，一年完成 4 轮融资，目前月销售额
超过 8000 万元，2017 年销售净额达到 6.4 亿元。
此外，如英语流利说、企查查、工品汇、车通云、
饿了么、1 号外卖、智伴机器人等均通过众创空间
的培育发展壮大，吸引众多资本竞相投资。

走进浦江创新论坛

六、企业院所加速成果转化，众创空间成为切入
点
一批龙头企业、骨干企业和科研院所通过设立
众创空间，积极投身‚双创‛大潮，提供一站式的
创业孵化和投资服务，加速科研成果转化，为培育
新经济、发展新业态奠定基础。催生了以海尔集团、
中航工业、四川长虹、浪潮集团为代表的国企系，
以腾讯、阿里、京东为代表的民企系和以北京大学、
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研究所等为代表
的高校院所系，形成了以模式创新和以技术革新为
引领的两种创新创业模式，有力支撑了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例如，阿里巴巴通过开放阿里云等线上服
务，广泛吸引各类创业者利用其阿里云的公共服务
平台，创办多种类型的企业，目前已在全国 25 个
城市建立了 30 个众创空间，累计服务企业超过
500 家。

一、简介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和上海市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浦江创新论坛，创设于 2008 年，
论坛主席为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院士。论坛旨在以
创新为主题，坚持国际视野、国家需求，着力搭建
创新发展交流平台、先进理念传播平台、学界思想
争锋平台、官产学研互动平台、最新政策发布平台
和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创
新型国家建设。

七、众创空间培育大量优质企业，助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
众创空间经过 3 年的发展，已培育出一批共享
经济、互联网领域的领军企业，在改变人们生活方
式的同时，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创新创业。
以海尔、先声药业等龙头骨干企业为代表建立的专
业化众创空间，以创业载体建设鼓励员工内部创
业，引进研发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实现开放式创新，
有效激发了大企业的创新活力，布局上下游产业
链，促进了创业与创新的有机结合，推动实体经济
转型升级。曾入驻苏大天宫众创空间的江苏汇博机
器人公司，专门从事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及精
密作业机器人的研发和生产，截至目前，该公司累
计获得投资 1.5 亿元，2017 年销售收人达到 2.5
亿元，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曾入驻苏河汇的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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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届主题

重要活动概览

浦江创新论坛已举办十届，共吸引了全球千余
位政界高层、学界泰斗和商界精英汇聚浦江，围绕
企业、产业、创业者、区域、政策、釐融、文化和
未来科学等方面的焦点、热点，从不同层面、不同
角度深入研讨国际创新趋势、展望发展前景，形成
了一批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具有突出价值的深
刻见解，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力。

会前会

2018 世界创新创业博览会
2018 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

开幕式及大会演讲
科技创新青年领袖圆桌峰会

聚焦

创新主题

2008

创新型国家之路

2009

经济全球化与自主创新

2010

绿色˙转型˙创新

2011

创新驱动发展

2012

产业变革与创新生态

2013

创新驱动与企业主体

2014

协同创新 共享机遇

2015

全球创新网络汇聚共同利益

2016

双轮驱动：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

2017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格局与使命

“一带一路”专题研讨会
主宾国论坛
创业者论坛：“双创”生态与独角兽企业
产业论坛 I：上海老年医学“临床-科研-产业”
大会
产业论坛 II：能源互联网
主论坛

产业论坛 III：科技服务业-跨国技术转移模式
产业论坛 IV：智能制造与产业转型升级
文化论坛：新时代的创新使命
区域（城市）论坛：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建设
未来（科学）论坛 I：复杂网络中的创新
未来（科学）论坛 II：推动人类表型组研究领
域的发展
政策论坛：促进融合的创新政策
科技金融论坛：创新价值发现
嘉兴论坛：未来产业与人才创新高峰论坛

联系方式：
电话：+86-21-54065138
传真：+86-21-54065150
电子邮箱：pif@pujiangforum.org
论坛官网：www.pujiangforum.org

三、2018 年浦江创新论坛

基本情况
时间：2018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1 日
地点：上海东郊宾馆
主题：新时代创新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热点议题：聚焦科技创新推动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等议题，通过更具前沿性、战略性
和系统性的研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献言献策。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