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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三维格局  深化三项服务  

团市委聚力打造湖州青年企业家铁军战队 

 

湖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创立于 1993 年 7 月，现有会员 165 名，

团体会员 5 家。为统筹各方资源，形成最强合力，前期，团市委会

同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于今年 5 月 23 日召开了市新湖商商会、市

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联合理事会，实现了“三会

合一”，并达成身份互认、资源共享、活动共办和发展共商。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协会始终以服务党政中心大局、服务青年企

业家成长发展为宗旨，积极构建“提升素质、激励创新、履行责任”

三维工作格局，努力培养一支“政治上有方向、经营上有本事、责任

上有担当、文化上有内涵”的青年企业家队伍。 

一、着眼提升素质，创设学习研修“大学堂”。一是学理论，跟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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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组织开展理论政策学习讨论、座谈、培训等活动，引导青年企

业家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历次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择优推荐会员进入市委党校主体班次学习，不断提升

综合素质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使命感。二是学专题，强素养。围

绕创新驱动战略，以“湖州青年企业家大讲堂”为载体，针对企业家普

遍关注的资本运作、企业管理、品牌打造、科技创新及企业文化建

设等内容，邀请省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开设专题讲座，累计举办各类

培训讲座 50 场，服务青年企业家 1500 余人次。三是学先进，拓视

野。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途径，组织青年企业家赴上海、宁

波、温州和江苏等地开展商务考察活动，为青年企业家交流管理经

验、引进先进技术、寻找合作机会创造有利条件。四是学典型，对

标杆。选树培育“长三角青商领袖”吴淑英，“长三角杰出青商”薛锋、

袁世杰，“新锐浙商”沈坚强、沈杰等一批优秀青年企业家典型。积极

推荐青年企业家中的优秀分子成为市、县两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二、着眼创新发展，构建交流合作“大平台”。一是围绕改革诉求，

搭建“政企连心”平台。着眼青年企业家需要掌握的最新政策等需求，

积极搭建青年企业家与各级党政部门的沟通桥梁，举办“与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面对面”“政青面对面”“青年企业家座谈会”等 20 余场次，深

入解读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畅通企业合理反映诉求的渠道。二

是围绕资金难题，搭建“银企连线”平台。针对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与市邮储银行、省农信联社湖州办事处签订银企合作协议，目

前累计发放贷款 14.5 亿元，帮扶 1.3 万余人次。连续四年举办“5.28”

青年创业贷款现场咨询对接会，累计达成贷款意向 894 笔、金额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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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三是围绕管理难点，搭建“校企联手”平台。联合市委组织部、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连续四年开展青年教师柔性挂职企业担任管理咨

询师，累计引进 100 多名浙江大学青年教师结对我市成长型企业、

现代农业企业，举办论坛、培训等 113 场次，帮助解决“绩效管理”“员

工激励”等管理难题 43 个，产生经济效益 3000 余万元。四是围绕实

体发展，搭建“区域联动”平台。会同有关部门联合举办“三省一市青

年企业家湖州论坛”“携手两岸青年  创新创业发展”湖台两地青年企

业家面对面交流等活动，每年组织青年企业家参加“长三角青商论

坛”“苏湖两地青年企业家面对面”“长三角创业创新论坛”等活动。与

上海湖州商会合作，组建初始规模为 1 亿元的“浙江湖州南太湖青创

基金”，为湖州产业发展和青年创业提供新平台、配置新引擎、增添

新动力。 

三、着眼履行责任，搭建回报社会“大桥梁 ”。一是开展“青企生

态+”行动。组织会员企业积极投身“五水共治”“剿灭劣 V 类水体”等

行动，在会员企业中组建治水突击队、征集治水金点子，唱响“治水

好声音”;组建志愿服务队,开展水源地清污、护岸绿化、水质监测、违

法排污监管等活动。二是开展“青企助双创”行动。组织薛锋、吴淑

英等 30 名青年企业家成立“青企创业导师团”，为创业青年提供创业

培训讲座、创业咨询问答、创业大赛指导，共服务青年 500 余人次。

发动会员企业与浙大合作建立 50 个青创伙伴共同体。三是开展“青

企暖心”行动。开展“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传递爱·温暖孤独”关爱自闭

症儿童、“关爱农民工子女”等多项活动，2015 年以来资助贫困学生

691 人，其中大学生 442 人，共募集资金 450 余万元。四是开展“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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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实习计划”。发动会员企业建立“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113 个，

提供见习岗位 2472 个，对接见习上岗青年 2108 人，达成就业意向

1926 人。连续四年实施大学生暑期“千人实习计划”，征集岗位 6122

个，成功对接上岗实习 4853 人，帮助大学生积累实践经验，提升就

业能力。 

      

附件：2017 年湖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活动计划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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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湖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活动计划安排表 

活动类型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承办协会 

换届大会 开元大酒店 5 月 三  会 
协会会议 

常务理事扩大会议 市内 12 月 三  会 

 青企论坛：分析经济形势 浙北大酒店 1 月 青企协 

青企沙龙：物联网主题 达多集团 2 月 青企协 

青春建功实践大会 湖师院 5 月 青企协 

挂职沙龙（第一期） 安吉 5 月 青企协 

青企论坛：创业创新主题 开元大酒店 5 月 新湖商 

青企沙龙：路演交流主题 市内 8 月 青企协 

挂职沙龙（第二期） 待定 8 月 青企协 

圆桌会议 市内 9-10 月 青企协 

挂职沙龙（第三期） 待定 11 月 青企协 

论坛沙龙 

长三角青商论坛 待定 12 月 青企协 

创新之旅 上海 6-7 月 青企协 
考察学习 

红色之旅 贵州 7 月 青企协 

专题研修 企业传承和管理专题 浙江大学 下半年 三  会 

爱心助学 市内 全年 青企协 
爱心公益 

公益资助 市内 下半年 青企协 

“茶墨飘香”文化活动 市内 5-6 月 青企协 

“律动青春”户外活动 县区 6-10 月 青企协 文体活动 

“绿色长征”公益健走（骑行） 市内 10-11 月 青企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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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动态 

 

吴兴团区委“三举措”提升服务水平助力企业发展。一是提供

资智合作平台。深入开展浙大青年教师柔性挂职，协会成员单位与

浙大教师成功结对并开展面对面活动，企业列出难题，浙大专家“现

场问诊”，从而更精准地帮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助力企业成长。二是

助推专业人才对接。成功举办吴兴区青年企业家协会迎春年会，特

邀区高层次人才联谊会成员、区青企协顾问团成员参加，为青企协

会员与高层次专业人才的深度交流与合作提供契机，进一步充实会

员企业的人才队伍。三是组织对外考察交流。组织青企协成员现场

考察“美妆小镇”。在浙北金融中心成功举办资本对接会，来自区青企

协、创业青年、基金公司、金融机构的 200 余人参加活动。 

 

南浔团区委“三个一”打造青企协工作新品牌。一是通过一次教育

强化思想引领。青企协组织朱伯荣、沈恩明等 5 位青年企业家协会

会员到韶山、遵义等地参加红色主题教育，在重走长征路等活动中

得到教育。二是通过一次捐赠增强责任意识。青企协六位会员联合

向贵州龙里县塘堡小学捐赠 8 万元用于购买教学设施，引导其他成

员参与校企共建，资助贫困学生。三是通过一次结队提高青年创业

激情。启动“青蓝工程”，举办首届创业创新大赛，10 名获胜选手与

青企协会员结成对子，实现南浔“老带新”“传帮带”的浓厚创业氛围，

让创业者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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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团县委以“四有”标准打造青年德商铁军。一是加强学习培

训，凝聚思想共识。组织开展“学党史 访名企 做表率”系列活动，组

织青年企业家赴甘肃会宁、广西百色等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参观考察。

举办县委书记与青年企业家“面对面”座谈会、创新论坛等活动 21 场，

与上海、杭州等在外德商加强联系，寻找合作机会。二是广泛动员

参与，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转型升级走在前、五水共治做贡

献”“我为家乡种棵树”公益众筹等活动，其中青企协会员单位佐力集

团创新设立“佐力·饮用水保护奖”。三是传承德商精神，提升文化内

涵。组织实施十佳青年德商评选，组建青年德商巡回报告团，开展

创新创业故事宣讲 28 场。实施新老企业家结对帮带，引导青年企业

家学习、传承老一辈的优良作风和传统。 

 

长兴团县委建立青年企业家成长学院，探索培育发展新模式。

一是成立“大学堂”，强化智力保障。以县青企协第三次会员大会为

契机，成立青年企业家成长学院，制定下发《长兴县青年企业家成

长学院组建运作方案》，聘请 37 名县级机关部门、金融单位“一把手”

担任顾问团成员。二是丰富“课程表”，推出精品课程。整合县委党

校、浙大管理学院等专业授课资源，推出“8090 后员工管理”“创富传

奇商业实战沙盘演练”等课程。组织赴阿里巴巴、梦想小镇等地学习

考察。邀请浙江大学 MBA 讲师张梓轩等著名专家学者讲课 3 场，参

与 180 人次。三是整合“云知识”，融入日常学习。充分发挥“长兴共

青团”微信公众号优势，推出“浙江财大创业移动课堂”网络课程，创

办“中国梦”、核心价值观等红色教育专刊，增强青年企业家开拓创新



 8

的进取意识。 

 

安吉团县委强帮带、建平台、提服务，积极引领服务青年创业

创新。一是“双管齐下”，确定服务路径。根据全县创业青年行业分

布特点，成立青创联盟、网创联盟和农创联盟。组建了一支由青年

企业家、团干部、金融系统等 80 余人组成的青年创业服务队伍，帮

助创业青年解决问题。二是“三大平台”，精准对接需求。充分运用

新媒体网络等“政策对接平台”，定期发布各类创业政策信息和典型宣

传。创新“培训提升平台”，开展“青创业•青护航”主题培训 12 场，参

与 800 人次。拓宽“融资支持平台”，让青年创业者和投资人、金融专

家面对面交流，帮助打通融资渠道。三是“左右开弓”，有效解决问

题。聚焦电商发展，联合县人社局开展网络创业培训班 3 期，受益

企业 200 余家。对接安吉“两山”农林合作社（联合社）金融创新平台，

为涉农创业青年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60 余笔，贷款 35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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