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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场镇新南
村的乡村创客中
心里，
“ 乡 创 de
小布”土布研习
创意小院里，布
满了可爱的土布
玩偶、土布绘画
等作品。

浦东创业指
导专家志愿服
务，带动更多人
走向创业之路。

浦东创建特色创业型社区

尽心尽力支持每一次创业
创业孵化平台发放开办费补贴、房租补贴、
社保费补贴等共计 18384 万元……从这些
的时代。回首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浦
数字，能够看到浦东创业路上，一步步积
东，
创业远没有现在这般容易。
累的成果。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浦东
从实施市民创业行动计划到完成两
轮创建创业型城区，
浦东创业从成长逐渐
以市区特色创业型社区创建为目
走向成熟，
体现在组织架构日益清晰，
政
标，以建设街镇创业孵化实验基地
策体系不断完善，广覆盖、多层次的创业
为手段，属地化延伸专家指导、政策
服务体系逐渐形成，创业扶持成果不断涌
服务，深化社区、校区和园区服务融
现，创业氛围和活力不断增强……相比早
期的“创业路”，如今浦东的创业服务不再
合、资源联动、优势互补，形成了具
局限于生存型创业，而是越来越向多元
有浦东特色创业工作。今年 1—10
化、纵深化发展，更好地适应和服务经济
月，浦东成功帮扶引领 2287 人成功
社会发展大局。
创业，其中青年大学生 1629 人，直
“广覆盖”
“多元化”
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
位于远郊新场镇新南村的乡村创客中心。
接带动 12107 人实现就业。疫情期
近日，
“乡创de小布”
土布研习创意小院正式
间，人社部门加快创业担保贷款审
对外开放。这座古朴的平房内，
布满了可爱
批流程，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10 笔，
的土布玩偶、
土布绘画等作品。该创意小院
金额 18830 万元。
的第一场活动，是别出心裁的土布时装走
秀，自信的模特穿上时尚别致的土布衣服，
浦东开发开放 30 年来，随着政
踏出了一步步土布新生的乡创之路。
府对就创业服务的持续加码，在这
新南村的乡创之路始于 2019 年。新
片热土上，新老浦东人创业有了更
南村党总支书记盛丽萍介绍，作为浦东全
多的底气。
区范围内首创的乡村创客平台，乡创中心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严静雯
起始于新区的
“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自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郑峰
2017 年 5 月以来，浦东在村层面建设“家门
乡村道路修整后，80 后小伙徐超在家做生鲜电商。
口”服务中心，做实“四站一室”功能载体，
又结合美丽庭院、睦邻点建设等，
向下延伸
建设“家门口”服务点。在建设过程中，新
南村注意发挥文化服务站功能，为返乡青
年提供一个资源对接、创业服务的平台和
建房中开店。取而代之的，是“家门口”的
瑜。2006 年，热爱汽车的张瑜从国企辞职
阵地，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通过实
孵化基地、园区内的共享工位。傅代浩介
“下海”，在外高桥租了一个 600 平方米的
从帮扶下岗职工
各方助力 坚持不懈
施“办公空间”趋零化，腾出的地方“变身”
绍，新区目前已经建设了 8 家“家门口”创
厂房，
招了几个维修工，开了家汽车修理服
到鼓励大众创业
自己的事业越来越开阔
乡创中心，并在新区人社部门的支持下，推
业孵化实验基地，还有 14 家正在筹办。
“校
务社。
进本地人特别是大学生返乡。
区”
“ 社区”
“ 园区”三区联动也更加紧密。
“一开始很艰难。”张瑜说，
“房租、工资
目前，新南村已有 40 多人成功创业，
幸福生活是靠奋斗出来。上世纪 90
疫情之下，不少小企业面临着经营危
更可喜的是，创业者们得到的贷款、社保、
都需要钱，资金压力很大。”他和几个工人
其中不少是本地大学生。
“老家一天比一天
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导致职工下岗，一部
机。但是浦兴路街道的创业者刘硙却没有
房租等补贴也更为可观。
常常蹲在门口一天，也很难等到生意。一
美了。”返乡创业四年，80 后小伙徐超见证
分 浦 东 人 在“ 家 门 口 ”谋 求 自 主 创 业 之
丝毫担心，他的创业项目——馨香木工坊
现在的浦东，活跃着一批敢拼敢闯的
天下午，有辆林肯车在厂门口抛锚了。张
了家乡的“美丽蜕变”。他说：
“ 回乡这一
反而受到了周边居民的
“热捧”
。
路。如何扶持这些群体成功创业？跟随
大学生，这个现象的背后，也有着政策支
瑜 和 工 人 们 花 了 4 天 ，终 于 找 到 了 原 因
步，
我走对了。”
“最近周末的工坊亲子活动，场场爆
着浦东开发开放的脚步，经过十余年探
撑。为帮助青年创业，浦东新区就业促进
——一片垫圈出了问题。然而，垫圈需要
徐超指着自家场地外的那片河水，
“几
满，供不应求。”刘硙兴奋地表示，一些机构
索，在本世纪前 10 年，浦东创业服务已经
中心选择注册成立三年及以上，经营状况
进口，可能要花几个月时间。张瑜灵机一
年前河道边上还是杂乱的烂泥，现在是清
也主动邀请他组织亲子活动。
“前几个月， 动，用橡胶剪了一个垫圈，一下子就搞定
颇具雏形。
良好，管理较为规范，社会责任感强的企
爽的石驳岸，还建了栏杆。”从村口去徐超
我和浦兴街道妇联共同策划了一个社区型
“第一家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就是我
业、民办非企业等单位作为创业见习基
了。车主非常感激。
家要
“九转十八弯”，这在以前可是个
“妖泥
们上钢的外来媳妇办的。”上钢新村街道社
自然学校的项目。”刘硙介绍，该活动通过
地。
“想要创业的青年可以在基地中得到带
凑巧的是，这位车主是一个汽车俱乐
角落”
（偏僻处）“
，现在村里道路修整了，我
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就业负责人王海珍
改造老旧小区的杂草地，鼓励家庭拿出旧
教老师的指导，以此提高创业能力，掌握创
部的老板。经过车主的宣传，张瑜的修理
物“变废为宝”，带动了一批社区家长带着
在家做生鲜电商，一点都不影响。”徐超做
还记得这么一个日子，
“1997 年 8 月 26 日， 业知识，努力实现创业愿望。”傅代浩介
厂在外高桥有了名气，
生意渐渐好转。
生意之余，还贡献出自己家的场地作为物
上钢联帮创业社成立，当时他们夫妻俩开
绍。此外，浦东还有各种形式的创业培训、 孩子参与进来。
2015 年，
“爱折腾”的张瑜转行做起了
近日，刘硙正式将自己的创业项目命
流
“中转站”，帮村民发发快递、提供快递包
了个洗车行，后来他们又在一家商场开了
创业实训及个性化辅导，引导青年顺利创
软件。2016 年，他和认识多年的创业伙伴
名为“馨香木工坊”，门店也装饰一新。配
装。
“最近村里路修得更好了，快递能够更
分店，生意可好了。”
业。
合伙开了一家大数据可视化公司。第一笔
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副主任傅代浩
深入村子了，再偏僻的角落，也没有死角。
吴晓飞今年刚从上海杉达学院毕业， 合着冬日节令的主题，他策划了更多的活
大单，来自于工商银行。
“当时工行数据中
动，
吸引了一批批新老顾客。
从 1999 年就开始接触创业工作，亲历了浦
我这个中转站快不需要了。”徐超笑着说。
已经有了一番自己的事业了。他在大三时
心要做数据可视化，然而前后改了 60 多
这样一个有声有色的创业项目，在创
东创业的发展历程，
“最早我们主要解决下
上海新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参加了学校开设的创业指导课，此后他和
稿，依然不满意。他们找到我们后，我们连
业初期却并不顺畅。2016 年 10 月，刘硙开
岗失业人员的‘吃饭问题’。渐渐地，非正
高雅婷介绍，作为返乡青年和创客团队的
同学开始了自主创业，创立了自己的传媒
夜加班，只改了两稿，就完成了任务。”张瑜
始创业，带领身边的一些朋友家庭和他们
规就业劳动组织更多地面向普通民众，通
公司，而学校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吴晓
说。2017 年，张瑜的大数据项目获得了浦 “大本营”，新南村乡创中心不仅提供资源
过创业带动就业，解决了更多人的就业问
飞坦言，学校的创业指导课非常有意义， 的孩子做小手工。创意不错，但如何起步
对接、乡创服务，更充分挖掘创客资源。比
东新区
“家门口”创业大赛一等奖。
却难倒了刘硙。起初，大家对这样的活动
题。浦东当时‘创业超市’
‘创业诊所’等一 “学校给了我很多机会‘试错’，在这个过程
如新南村邀请“创客设计师+村民”入驻，
张瑜敢于连续创业、追求不同行业的
当中，
我可以看到自己有哪些方面的缺失， 很新奇。可是，孩子坚持留下来的很少，工
系列措施，都走在了上海的前列。”
和拥有手艺的本地妇女一起，从布的生产
底气在哪里？
“政府的开业、社保补贴等政
坊经营一度陷入困局。
然后去补足。”
上海盛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策很给力，缓解了我们很大的压力。”张瑜
到土布产品的设计、制作、包装入手，重新
今年刚刚落幕的第三届新区大学生创
去年，刘硙偶然了解到浦兴路街道有
金川还能记得刚来浦东创业的情形，
“当
说，
“我们也因此能够放开胆子继续闯。”
定义
“土布”，满足市场需求。
业新势力大赛，则挖掘了一批有潜力的大
个大爱乐业园，
内设
“创客工坊”，定期有创
时我刚从复旦大学毕业，苦于没钱没资
新南乡创中心团队先后代表上海参加
学生创业项目和创业团队。浦东通过落地
业指导专家为创业者提供各类创业相关的
源。我记得那年是浦东出台《鼓励扶持市
了全国妇女创新创业大赛、代表浦东参加
从成长逐渐走向成熟
补贴、免费工位、个性化创业服务三个“抓
公益性咨询服务。在创业指导老师的牵头
民创业行动计划》新政策的第一年，政府
了上海青年社区节、上海农村青年创业大
“家门口”
创业更多彩
手”，引导获奖优秀大学生创业项目落地。 下，刘硙入驻大爱乐业园，并重新梳理经营
的扶持政策，让我们成功渡过了创业初
赛等。团队研发了 5 大类产品，带领村民
据了解，此次共有 82 个项目报名参赛。其
项目，主打亲子活动。通过“创业拜师”服
期。”现如今，金川成为浦东创业指导专家
实现居家就业，2019 年增收 10 万余元。今
中，获得大赛十佳的非遗项目“沪谚”文化
务模式，刘硙还与创业“前辈”结对拜师。
志愿服务团的成员，带动更多人走向创业
从 2011 年到 2020 年，新区帮扶引领
年，新南村以
“古镇桃源 乡创新南”为主题
推广的创业团队，通过人社部门的创业服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硙既学到了经验，又得
之路。
成 功 创 业 2.27 万 人 ，带 动 就 业 12.76 万
申报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新南乡创中
务，既获得了项目落地补贴，又免费入驻高
到很多宣传机会，
业务终于有了起色。
随着时代的发展，旧有的创业载体正
人。从 2011 年到 2020 年，新区发放开业
心团队继续发力，在区就促中心指导下，通
东镇创业孵化实验基地。目前，该团队带
“在浦东，
自己的事业越来越开阔！”说
贷款 1077 笔，微量贷款 413 笔。从 2011 年
过对接“5G 技能湾——智慧农业”项目，发
在消失。新时代，浦东人的创业也有了新
动了 5 名大学生实现就业。
这句话的，是 70 后创业者、浦东本地人张
到 2020 年，新区向初创企业、意向创业者、 挥创客作用，
助力乡村振兴。
载体。浦东人不再需要在街边摆摊、在违

这是一个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