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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创·助力腾飞”——“海创百将”项目正式启动

多模块课程集中培训 提升创业综合素质
为了更好地引领、服务以及进一步选拔培养具有成长潜质

的创业者，为其搭建沟通、交流的载体和平台，近日，由上海市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主办，上海市青年技术培训
中心承办的“海纳百创·助力腾飞”——“海创百将”创业发展提
升项目正式启动。通过为期10天的创业精华课程，为本市成
功注册三年以上或具有成长潜质的创业者开展创业发展提升
培训，全面提升其综合素质。

据了解，“海创百将”项目共设A、B、C三班，自10月23日
起同时开班，11月20日课程结束。项目共分为五个模块进行，
分别为：创业启程、创业模拟、创业前沿、创业技能和毕业典礼
——“海创荟”。在“创业启程”模块，着重为创业者进行创业政
策的解读，开展创业团队建设、创业心理的调适等内容，帮助创
业者夯实创业基础；在“创业模拟”中，通过系列课程，让创业者
学习如何真正“像企业家一样思考。”在“创业前沿”模块，主要
通过创业资本、模式和创新创业机遇的教学及参访创业园区，
帮助创业者认清创业形势，加速发展；而在“创业技能”模块中，
邀请多位行业专家为创业者提供项目目标管理、团队组织行

动力、投融资等课程培训。最后的毕业典礼，则以投
资人论坛和优秀项目路演的形式开展，整合

创业资源，搭建创新创业平台。
青年报记者 明玉君 陈颖婕

设计意图：通过系列课程，让学员们在
虚拟但真实、激烈但安全、竞争与合作的环
境内，经历企业经营的实践和反思，从而学
习与锻炼企业家思维和经营意识，商业敏
锐度和客户导向性，提升战略规划及团队
协作能力。

现场直击：“上个季度，好几家公司都
遭遇了产能瓶颈，该如何处理？怎样提升
生产效率？”在商战模拟课堂上，课程导师、
领导力教练李洲正在就学员们上个季度的
经营情况进行分析、讲解。他指出，创业的
过程如履薄冰，需要随时做好“18个月以后
破产”的准备，但只要没有破产，就还有发
展的机会。

据了解，课程伊始，学员们便自由组
队、合理分工，分别成立了果派科技、敢
想电脑、华杰佳锋等 5 家科技类公司，通
过模拟为期 6 个季度的企业经营一决高
下。“纸上谈兵永远不能创业。商战模拟
就如同飞行模拟器一样，大家在虚拟环
境中所犯的错误，通常也会在真实的创
业中再现。希望通过实战模拟的过程，
提升创业者的经营能力，降低他们未来
真实创业的风险，这就是课程的价值所
在。”李洲说。

在模拟商战中，他集主讲老师、竞赛裁

判长、创业教练等多重角色于一身，不时穿
梭于各家公司，给予及时的提醒、指导与帮
助。纵观学员们几天来的表现，他坦言，有
亮点，但也踩了不少坑。有意思的是，在现
实中公司经营的规模越大，越有经验的创
业者，在模拟商战中破产越快。他强调，那
些曾经有效的思维模式未必能够一直在创
业中适用，要学会自我否定。面对全新的
市场时，只有打破思维定势，从市场和用户
出发，才能达到新的高度。“当然，除了商业
模式，管理经验、项目删减等也会影响创业
的最终结果。”

学员韩召钦是果派科技 CEO，在他的
带领下，前几个季度公司营业额稳居前
列。但由于某个决策失误，在上季度的
激烈竞争中，果派科技遭遇商场滑铁卢，
业绩大幅下降。谈到参加模拟商战课程
的感受，韩召钦坦言，这是不错的体验和
历练。相比实际的创业，模拟商战中更
敢于将自己的创意和想法付诸实施，其
试错的结果也很有借鉴意义。在他看
来，无论模拟，还是商战，都不可掉以轻
心。在资金投入、战略调整等方面需要
谨慎而行，同时注重与竞争对手的合
作。“这些收获和心得，对于我接下来的
创业，是很有帮助的。”

●学员——殷玉婷
创业维艰，尤其是初创企业，不仅要埋

头苦干，更需要抬头看路。我是来自奇闻网

络的创始人殷玉婷，很感谢上海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中心和上海市青年技

术培训中心，让我们有机会参加为期10天的

“海纳百将”创业精华课程。通过该课程，我

们了解到最前沿的创业资讯，把握最先行的

投资风向及最精辟的创业问诊和指引。此

次课程学习不仅给予我们知识层面上的帮

助，同时也让我们小微企业感受到了政府的

关怀与温暖。所以，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

地拼搏奋斗，发挥网络开发优势和创意创造

能力，用心为企业客户做好互联网营销，传

播产品美誉，创造企业价值。

●学员——窦文章
我是一名创业者，于2014年创办了博

雅书院，开设以古筝、国画、书法、儿童创意

画、素描等传统文化为主的艺术课程。在

经营书院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运营中

的困惑，海纳百创的课程带给我很多启发

和思考，让我对商业运营有了全新的认

识。比如“找到对标企业”，我们在实际的

市场当中，一定要找到一个跟我们经营项

目相同或者类似，水平相当的企业，对它进

行细致了解和分析，认真学习，大步赶上，

谋求超越。三天的商战模拟课，带给我的

反思最大，也让我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很多

不足。按照商业的逻辑去思考和开展经营

活动是我在这门课程中最大的收获，我们

常常是靠“我觉得”的主观判断来做决策，

这样的决策基本会带给我们一个“让人悲

伤的结果”。

●学员——闫欣
我是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一直以来，

我都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绘画工

作团队。很荣幸有机会能参加此次创业培

训，让一个有创业梦想的宝妈有了深度学

习的机会。

这次创业培训授课指导，让我更明确

了自主创业道路的艰难，也让我认识了更

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是我的老

师。此次培训也让我有机会学习前辈们的

创业经验，与同学们一起组队模拟商业游

戏，同时，这次培训也让我明白，成功的创

业不仅仅要对自己擅长的领域熟练地运

用，也要在创业前对行业有一定的认知。

我梦想着自己可以组建一支创业教学团

队，感谢这次培训课程让我更加明确了目

标，并且为之而努力奋斗。

●学员——肖永章
从创业者的心理素质到税务审计，从

国际形势到多层次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

从创业基础条件到商战实践模拟……丰富

多彩的课程内容让我们对创业的整个流

程、基本操作以及可能会面临的危机都有

不同程度的了解，这对于有创业梦想的我

是莫大的帮助。

劣势与优势，风险与机会，通过课程的

学习，让我更加明白，要有条不紊地做好每

一项工作，才能确保企业的正常运转。虽

然是游戏，但每一个环节都与真实风险一

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也让我更加坚定

了自己的创业梦想。我想要成为一名敢想

敢做的创业者，无论成败与否。

●学员——刘玲
我是来自上海飒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的创始人，作为一名长期走在孤独奋斗路

上的创业人，通过《海纳百创》的课程培训，

无论从心理上、创业人才政策、财务管理上

都得巨大的收获。

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深耕创业领域多年，

要像成熟的企业家一样全面系统地去思考每

一个问题，这对于创业公司尤为重要。这次

的课程，让我重新认知了创业中的细枝末节，

我也感谢课程让我认识了这么多来自不同行

业且努力奋斗的创业小伙伴们，希望我们互

勉互助，共同学习与进步。

设计意图：
【POA组织行动力】：培养具有POA思维

的创业领导者，凝聚更多伙伴，共同寻找解
决方法。

【上海市创业企业人才政策】：洞悉国
内外政策形势，了解人才相关政策，助力企
业更好发展。

课程直击：叔本华在其著作《人生的智
慧》里说过：大致而言，一个人对与人交往
的热衷程度，与其智力的平庸及思想的贫
乏成正比。人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选择独
处，要么选择庸俗，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多
别的选择了。这句话后来被简化为：绝大
部分的人都是在纷繁世俗中度过；但作为
创业者的话，确实是孤独的。

面对创业时的孤独、跨部门合作时的低
效、行动力执行时的“不给力”……面对这些
创业公司普遍存在的问题，来自POA组织行
动力的主讲人张宁，为培训学员们带来了一
场生动且实用的课程。行动力如何赋能个
人？张宁表示，希望通过他的课程，可以帮
助培养具有POA思维的创业领导者。“因为
领导力就是能够用明确的目标，凝聚更多伙
伴，共同寻找解决方法。”在张宁看来，创业
中的所有的事情，实则都围绕着一件事：高
效达成组织目标。他告诉创业学员们，要通

过制定合理的目标来凝聚伙伴，这是伙伴共
创方法、方法服务目标的实现规律。他也强
调，绩效指标的本质是用来量化目标，因此
指标永远都不等同于目标。

在谈及创业团队中的跨部门合作总是
会出现问题的状况时，张宁给学员们提供
了“锦囊妙计”：“因为每个部门的KPI不同，
这就意味着大家的目标不同，目标不同导
致难以合作，也是低效产生的诱因。”因此，
他建议创业者在制定KPI时要考虑到目标
的一致性。此外，面对“如何在创业的路上
不孤独”这一话题，张宁认为，作为创业企
业的领导者，不仅要沟通决策的结果，更需
要重视沟通决策中的每一个过程和思维，
要让组织和个人变得更有行动力。

有学员表示，POA组织行动力的课程，
让自己更明白在创业过程中如何更为高
效地实现目标，“主讲老师辩证地让我们
体会到，作为创业者应如何思考看待问
题，他们用实实在在的案例，帮助仍在求
索和迷茫中的年轻创业者们重新审视自
己、发现自己，并且提升自己，成为行业中
的创业佼佼者。”

此外，创业企业在用人、留人以及引进
人才上，也都存在着不少“盲区”。为此，
在此次的培训课程中，针对创业企业的痛

点，来自上海高新技术人才服务中心的钱
骏主任，为学员们带来了一场有关创业企
业人才政策的深度解读课程。从国内外
的大事件，到企业中的人才引入政策等，
学员们纷纷表示，这一堂课程听到的是满
满干货。来自铱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
创始人王晓冬感慨道，这一堂课程让自己
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我听到了很多此前
不曾了解的国内外发展趋势，这对于我们
创业企业而言，在制定目标方向上起着关
键性的导向作用。”王晓冬还表示，钱骏老
师深入浅出的授课内容，也让自己在如何
吸引优秀人才、留住优秀人才上，有了更
为深刻的了解。“例如，外籍人才如何通过
创业公司更快地在上海站稳脚跟，创业公
司在人才落户上有何政策优惠等都有了
全方位的了解。”

培训班成员的肖永章也坦言，在参加培
训课之前，他只是简单地认为，企业只要提
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制定合理的价格，熟
悉一些管理上的简单概念等就可以正常运
作。但在钱骏主任的创业企业人才课程中，
肖永章渐渐发现，创业其实是一门艺术，包
括用人、行业趋势发展等。“这些看似简单的
内容，很难从书里学到真谛，老师们通过他
们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另一片天地。”

设计意图：通过案例分析、系列活动，引
导创业者了解焦虑、抑郁等心理现象，掌握基
本的缓解压力、心理调试等方法，并学会获得
团队、家人及社会的支持，从而更好地创业。

现场直击：据“简单心理”数据显示，在
承受情绪与压力的困扰时，53.13%的创业
者不了解来自心理咨询的帮助，仅有
39.06%的CEO选择向朋友或家人倾诉，仅有
32.81%试图通过运动改善心理状态。多数
CEO 仍在困扰中孤军奋战，23.44%的受访
CEO明确表示“创业需要心理支持”。

在《创业维艰，负重前行》的讲座中，上
海健康医学院教师张静君从浅显的理论切
入，通过具体的案例及资料梳理，指出创业
者常见的情绪困扰主要表现为焦虑、抑郁
症、愤怒、嫉妒、冷漠等。

创业难免遇到各种沟沟坎坎，但情绪
和行为结果难道是由事件本身决定的吗？
在互动环节，张静君抛出了问题的关键所
在。在她看来，很多时候，如果换一种想法
和思考的角度，则可能出现不同的情绪表
现。为此，她提出了情绪调整的“四不原
则”，即不责备、不逃避、不遗忘和不委曲求
全。“积极的自我暗示、转移注意力、适度
宣泄和交往调节等都是很有效的情绪管理
方法。还要注重着装和办公室风格尽量多

使用暖色调，空闲时间多和家人相处。”
同时，她强调，除了关注和正视情绪问

题，向他人求教之外，积极寻求心理咨询的
帮助也是不错的选择。

创业中，创业团队的心理健康也非常
重要。在主题为“建设团队合作的青年创
业英才团队”的实践课上，国家心理咨询师
郭莹以精心设计的活动为主，带领创业者
们开启了一次神奇的心灵之旅。

比如，“神秘人”活动，通过团队间温暖的
便签留言，传递正能量；“心有千千结”中，创
业者们闭上双眼，在牵手中共同摸索前行，感
知团队力量的迸发；体验式压力的衡量和感
知，通过主客观的压力测评，让创业者们互相
分享，学会多维度感知和缓解压力。

“大家全程非常投入，热情高涨。”谈到创
业者们的表现，郭莹指出，在游戏和活动中，
他们从不太熟悉，到敞开心扉，开始接纳并触
及彼此的心灵，收获了很多温暖与鼓励。

在学员张燕看来，这是一次特别的体
验课程。她兴奋地表示，创业者的孤独都
是一样的，没有想到小伙伴之间除了进行
创业交流之外，还能够彼此给予内心的理
解与支持。“在触及心灵中，我们学会了减
压和更好地调适心理，从而披荆斩棘，去迎
接更大的创业挑战。”

Marketplace Live®商战模拟

让“纸上谈兵”的创业理论
变身“接地气”的模拟创业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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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亮点：

“创业者心理健康和心理调适”系列课程

在触及心灵中学会减压
迎接更大的创业挑战

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理论+++++++++++++++++++++++++++++++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实践，，，，，，，，，，，，，，，，，，，，，，，，，，，，，，，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关注创业者心理健康与心理调适
课程亮点：

POA组织行动力、上海市创业企业人才政策课程

让创业不再孤独
让优秀人才走进创业企业

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生动剖析政策形势，，，，，，，，，，，，，，，，，，，，，，，，，，，，，，，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提升企业运行效率，，，，，，，，，，，，，，，，，，，，，，，，，，，，，，，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开拓创业者思维
课程亮点：

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学员感言

“海创百将”创业发展提升项目正式启动。通过为期10天的创业精华
课程，为本市成功注册三年以上或具有成长潜质的创业者开展创业发展
提升培训，全面提升其综合素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