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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青 年 创 业 就 业 基 金 会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关于创业就业 
公益项目征集评审情况的公告 

 
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响应“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号召，营造全团支持创业就业的良好氛围，打造共青

团服务青年创业就业公益联盟，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近期公

开征集了一批创业就业公益项目。 
本次项目征集自 2018 年 3 月 24 日起至 4 月 16 日止，共收

到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级团组织、省级青年创业就业

基金会、其他社会组织等申报主体提交的 248 个项目。经我会遴

选研究决定：奖励项目单位 8 个，小额资助项目 8 个，重点合作

项目 30 个，联合劝募项目 53 个，其他公益合作项目 89 个。现

将有关情况公布如下。 
一、奖励单位 

对重视青年创业就业、项目储备与运行基础良好的部分省级

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给予适当奖励。 
 单位名称 奖励金额（万元） 

1 河北省青年就业创业基金会 3 
2 湖南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3 
3 内蒙古自治区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3 
4 广西青年就业创业基金会 3 
5 黑龙江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3 
6 青海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3 
7 浙江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3 
8 四川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3 

 



2 
 

二、小额资助项目 

结合我会工作重点，对聚焦青年返乡下乡的部分项目给予适

当资助。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资助金额 

（万元） 

1 “授渔”—贫困家庭精准扶贫项目 内蒙古呼和浩特天使公益事业联谊会 5 

2 “食用菌+扶贫”模式的有效探索 共青团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委员会 5 

3 隆回许丰龙牙百合特色产业园 湖南隆回县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 5 

4 “青”予茶香行动 
广西江南区青晨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5 

5 乃东区索珠乡索达高山药材种植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3 

6 琼结县索康现代综合养殖专业合作社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3 

7 紫阳富硒区的鲜食水果玉米种植推广研究 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 3 

8 社工嵌入助力精准扶贫——城台乡坝口村 青海海东市向阳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3 

三、重点合作项目 

聚焦返乡下乡青年创业服务、小额信贷支持、创业导师团、

电商扶贫等方向，在今后工作中与以下项目开展重点合作。我会

拟于 7 月召开座谈研讨会，商定具体合作方式等事宜。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合作方向 

1 吉林青年创新创业工程 吉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返乡创业 

2 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引领群众致富增收 共青团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委员会 返乡创业 

3 伊春市青年创业就业小额贷款攻坚月项目 共青团黑龙江省宜春市委员会 返乡创业 

4 农村青年创业增收精准帮扶计划 浙江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返乡创业 

5 青年创业“扬帆工程” 浙江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返乡创业 

6 生机地球项目 福建海西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返乡创业 

7 鲁青基准贷 山东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返乡创业 

8 “青春兴湘 何必远方” 湖南返乡青年创业
就业活动计划 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 返乡创业 

9 创青春·湖南青年创业公益服务行动 湖南省创业就业基金会 返乡创业 

10 2018 年湖南省返乡青年社会服务创业示范
项目支持计划 湖南省青少年服务中心 返乡创业 

11 郴州市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培养“领头雁”
工程 共青团湖南省郴州市委员会 返乡创业 

12 「澧域」电商创业助农计划 湖南省石门县青年创业协会 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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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未来企业家培养青锋计划——返乡青年助
力脱贫攻坚” 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基金会 返乡创业 

14 四川青年创业促进计划（SYE）培训 四川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返乡创业 

15 西藏青创产品赴内地展览展销推介助力精
准扶贫项目 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返乡创业 

16 青春创业扶贫行动    共青团青海省委员会 返乡创业 

17 “团青贷”——宁夏青年创业小额贷款项目 宁夏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返乡创业 

18 农牧民技能培训暨创业扶持项目 共青团新疆阿勒泰地区委员会 返乡创业 

19 唐山“双创在线”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 河北唐山双创在线服务平台 创业导师团 

20 南昌市青年创新创业培育工程——青英织
梦计划 江西省南昌市青年创业促进会 创业导师团 

21 山东青年创业导师团 山东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创业导师团 

22 乡村公益创业生态系统建设项目 湖南大学 创业导师团 

23 豫见天使公益服务中心项目 河南省青年联合会 创业导师团 

24 青创合伙人计划 广东青年创业就业联合会 创业导师团 

25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新创业论坛暨青创大
讲堂系列活动 

广东青年创业就业联合会 创业导师团 

26 创业实验室 海南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 创业导师团 

27 海南社会创业家发现培育计划 海南省青年创新创业促进会 创业导师团 

28 四川省农村青年“领头雁”培育工程 四川省青年企业家协会 创业导师团 

29 陕西“青创汇”创新创业提升计划 陕西青年就业创业服务指导中心 创业导师团 

30 新疆青年创客训练营 新疆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创业导师团 

四、联合劝募项目 

围绕以下项目与有关组织开展联合劝募，将优秀项目纳入我

会项目库，并为联合劝募项目提供适当配捐资金支持。为赋能公

益组织和创业组织，我会拟于 7 月免费举办青创公益学堂，欢迎

相关项目实施单位踊跃参加。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合作方向 

1 齐齐哈尔市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项目 共青团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委员会 大学生创客 

2 联通未来青春创业社 共青团山东省委员会 大学生创客 

3 3D 打印智能假肢 山东威海市创客团队 大学生创客 

4 “河桥”——政策咨询与援助公益平台 河南师范大学 大学生创客 

5 100 个创业项目技术开发帮扶 悠米（深圳）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大学生创客 

6 创美家园公益创投项目 湖南大学 大学生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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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书予梦”公益捐书平台 广东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大学生创客 

8 “白杨计划”—打造不出社区的公益兴趣班 广西梧州学院 大学生创客 

9 “萌狮行动”公益项目 广西梧州学院 大学生创客 

10 青创社 云南省昆明市青创社 大学生创客 

11 1°C 印象 宁夏大学 大学生创客 

12 多功能净水沙 河北鲲岳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高校专项 

13 河北金融学院“金创黄埔”创新创业实验班 共青团河北金融学院委员会 高校专项 

14 水田秸秆粉碎还田机推广应用 黑龙江省鸡西市创业团队 高校专项 

15 共享家——老屋老故事共享平台 浙江宁波高校自组织 高校专项 

16 共青团促进大学生基层成长计划 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 高校专项 

17 “爱的龟途”海龟保护公益服务项目 共青团海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高校专项 

18 贵州省青年大健康创业孵化园项目 贵州叁拾柒度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高校专项 

19 沼见未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高校专项 

20 大学生创业指导培训 甘肃兴邦益加益学院 高校专项 

21 Yi+社区文创艺术共享工坊 北京童馨残障康复促进中心 情暖童心 

22 “暖艺学院”——筑梦乡村线上艺术支教云
平台 河北农业大学艺术学院 情暖童心 

23 照护乡村留守儿童牵手相伴，共享阳光 福建平潭以勒留守照护服务中心 情暖童心 

24 中小学诗歌教室公益项目 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 情暖童心 

25 “青 e 工程”——关爱留守儿童精准扶贫行动 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 情暖童心 

26 “大手拉小手”精准扶贫扶志扶智项目 共青团海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情暖童心 

27 改变放牛娃的“钱途” 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创美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 情暖童心 

28 “唤醒▪貘”—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文创项目 宁夏驼铃公益文化传播中心 情暖童心 

29 青少年环保教育 共青团内蒙古锡林郭勤盟委员会 保护母亲河 

30 AI 助力环保 湖南省长沙市零点智能青少年成
长服务中心 保护母亲河 

31 沃野公众环境教育项目 湖南沃野教育 保护母亲河 

32 河池“投身乡村振兴 助力脱贫攻坚”青年志
愿服务项目 

共青团广西河池市委员会 保护母亲河 

33 点滴汇聚，关爱山川河流 海南师范大学 保护母亲河 

34 “Fight For Climate”全民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四川 SEED 社会创新种子社区 保护母亲河 

35 乐世平造林公益项目  云南凤庆县新华乡瓦屋村自组织 保护母亲河 

36 清理草地、河道垃圾项目 青海省称多县青年环保志愿组织 保护母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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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铝箔画的产业化发展和文化传承 黑龙江省鸡西市尚杨工艺美术品
有限公司 传统工艺 

38 独龙族手工艺帮扶项目 云南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传统工艺 

39 牟定少数民族青年和女性创就业发展项目 云南牟定青年彝族刺绣创新协会 传统工艺 

40 浪卡子县雍措诚信民族传统手工培训有限
公司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传统工艺 

41 谢通门县仲村特色民族文化产品加工项目 西藏谢通门县仲村民族家具加工
制作专业合作社 传统工艺 

42 扎旦民族手工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扎旦民族手工艺工贸有限责
任公司 传统工艺 

43 公益“悦读吧” 共青团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委
员会 社区营造 

44 和谐家园 浙江杭州传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社区营造 

45 温暖中原，星梦计划——低保家庭增能服务
项目 

河南省中原区德佑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社区营造 

46 家庭文化建设服务平台 河南师范大学 社区营造 

47 石门县康乐福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湖南省石门康乐福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 社区营造 

48 儿童青少年“家-校-社共育”社会工作服务 湖南仁心社工 社区营造 

49 悦读曲靖、创客益+1 云南省曲靖市科学技术协会 社区营造 

50 “冰城青益汇”青年公益人才创业就业计划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嘉仁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 

青创学堂 

51 青益学院建设项目 湖南省长沙市青年社会组织孵化
中心 青创学堂 

52 临沧青年之翼计划 云南昆明益行公益社区发展服务
中心 青创学堂 

53 宁夏志愿服务“三师计划” 宁夏志愿者协会 青创学堂 

五、其他公益合作项目 

围绕以下项目与有关组织开展公益合作，将优秀项目纳入我

会项目库，并根据项目合作情况给予适当支持。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合作方向 

1 听松文创社区暨易县青年创业创新示范基
地建设项目 河北听松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返乡创业 

2 京驻创客多肉植物园 河北省京驻创客公司 返乡创业 

3 荒山治理与立体农业 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巴彦高勒
镇宇震农业合作社 返乡创业 

4 至臻启航 黑龙江省至臻尚品公司 返乡创业 

5 “爱是骄阳”水饺连锁公益项目 黑龙江省鹤岗市志愿者联合会 返乡创业 

6 “物流世界”公益项目 黑龙江省鹤岗市志愿者联合会 返乡创业 

7 脱贫攻坚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 共青团江西省吉安市委员会 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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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金达手绘油画扶贫基地 山东禹城市慈善总会 返乡创业 

9 “青春扶贫录”——青年助力网络扶贫工作 共青团湖南省委员会 返乡创业 

10 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特色食品项目 湖南省花桓县磨老人家种养专业
合作社 

返乡创业 

11 “青创超市”公益项目 重庆市青年创新创业中心 返乡创业 

12 促进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
坚 云南宏华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返乡创业 

13 “党建带团建·产业促发展助脱贫”示范点 云南省永德县稔禾种植专业产业
合作社 返乡创业 

14 烽火墩村贫困人口社会工作服务项目 共青团宁夏利通区委员会 返乡创业 

15 “山桃核”的精彩人生 宁夏原州区希望公益服务中心 返乡创业 

16 图木舒克市“护航”青年创业园 共青团新疆建设兵团图木舒克市
委员会 返乡创业 

17 农产品初加工 河北辰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创业 1+N 

18 宠物草种植加工 河北平泉良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创业 1+N 

19 私人定制农业 河北省凤台县农业企业 创业 1+N 

20 农村合作社肉牛联合养殖 内蒙古兴安盟归流河镇肉牛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 创业 1+N 

21 察尔森农牧业合作社 内蒙古兴安盟察尔森水泉嘎查农
牧业合作社 创业 1+N 

22 新六甲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新六甲生态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创业 1+N 

23 “黑茶书院”青年就业创业孵化公益项目 湖南安化黑茶离岸孵化中心 创业 1+N 

24 贝尔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农村电商助推贫
困村发展项目 

广西梧州市冠豪农林业种植发展
有限公司 创业 1+N 

25 助农立体生态农业园 云南德宏助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创业 1+N 

26 山南市乃东区多颇章桑东藏式家具项目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创业 1+N 

27 琼结县加罗藏式家具制作专业合作社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创业 1+N 

28 琼结县利民家具店家具制作教学中心项目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创业 1+N 

29 琼结县曲米林卡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创业 1+N 

30 琼结兄弟奶牛养殖合作社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创业 1+N 

31 琼结县琼果绿色食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创业 1+N 

32 三安曲林乡格西村粮油深加工项目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创业 1+N 

33 荞麦叶子茶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创业 1+N 

34 雄梅镇通九村摩托车维修项目 西藏申扎县雄梅镇通九村村委 创业 1+N 

35 云南高原生态特色庄园 云南德宏腾盛农牧有限公司 创业 1+N 

36 乌斯太 e 生活公共服务平台 北京集聚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扶贫 

http://www.baidu.com/link?url=Jd2Rj0R4crubQCb5Q8JVvThooBa6Y_SiqnsNkpWZmDkdPNNL9eTS6WJgIHcEYBV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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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农民培训项目 河北省保定市电子商务协会 电商扶贫 

38 千店万货项目 河北八零电商部落众创空间 电商扶贫 

39 众创空间项目 河北八零电商部落众创空间 电商扶贫 

40 蜂鸟文创市集项目 河北蜂鸟文创集市创客团队 电商扶贫 

41 托克托县美丽乡村电商服务平台青年爱里 内蒙古托克托县美丽乡村电商服
务平台 电商扶贫 

42 掌上武川 内蒙古自治区创客团队 电商扶贫 

43 洮之宝创业培训项目 吉林洮南市洮之宝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电商扶贫 

44 青创微联“双创”帮扶公益项目 黑龙江省青创微联经贸有限公司 电商扶贫 

45 江西微百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西微百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电商扶贫 

46 消费支持公益 湖南湘西边城爱心志愿者协会 电商扶贫 

47 广东省大学生跨境电商人才培训与就业服
务项目 广东省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中心 电商扶贫 

48 “团”聚青年，抱“团”发展 共青团广西横县委员会 电商扶贫 

49 兴宁区创业青年电子商务协会“云巢”扶助
计划 

广西兴宁区创业青年电子商务协
会 电商扶贫 

50 基于精准产业扶贫的微信电商平台建设与
运营 广西小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电商扶贫 

51 梧州飞天电商众创园 广西托运营飞天麦光光集团 电商扶贫 

52 临高县特色农产品直营店 海南省临高县农业企业 电商扶贫 

53 蒲江县大塘镇电子商务产业园（大塘镇创新
创业孵化基地） 

四川省蒲江县大塘镇电子商务产
业园 电商扶贫 

54 农旅文产品青年微商推广平台 共青团云南曲靖市麒麟区委员会 电商扶贫 

55 错那县启航图文广告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电商扶贫 

56 西藏【企业人才助理】电商建设项目 共青团西藏山南市委员会 电商扶贫 

57 临泽颐高电子商务孵化园 甘肃临泽颐高电子商务孵化园 电商扶贫 

58 精准扶贫助农销售苹果+早酥梨 甘肃天水美通进出口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电商扶贫 

59 玉树州青年创业商贸有限公司 青海玉树青年创业商贸有限公司 电商扶贫 

60 贫困户网货打造+乡村旅游+消费扶贫 重庆云供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电商扶贫 

61 创空间——平安区青年（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业园孵化项目 

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青年电子商
务创业园 电商扶贫 

62 兵团团场青年电商培育工程 共青团新疆建设兵团委员会 电商扶贫 

63 兵团农产品上行服务项目 新疆九鼎纵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电商扶贫 

64 天津青年创新创业菁英培养计划 天津市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创业导师团 

65 石家庄市“创赢青春”青年创业训练营 共青团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员会 创业导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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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大学生创业训练营 河北省保定市时代管家人力资源
培训服务有限公司 创业导师团 

67 青年创业大讲堂 共青团河北省沧州市委员会 创业导师团 

68 邯郸市青年创新创业综合服务平台 河北省邯郸市青少年服务中心 创业导师团 

69 启迪之星梦想课堂 河北省启迪之星（保定）孵化基地 创业导师团 

70 梦创课堂 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会 创业导师团 

71 梦课堂微视频 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促进会 创业导师团 

72 伊创荟-支持女性创业创新公益项目 浙江杭州伊荟科技有限公司 创业导师团 

73 日照市青年创业孵化基地指导中心 山东省日照市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指导中心 创业导师团 

74 “就有未来”青年就业训练营计划 山东北极星就业指导志愿者协会 创业导师团 

75 河南省科技创新人才提升工程项目 浙江大学河南技术转移中心 创业导师团 

76 青年就业创业能力提升和资源链接服务 河南省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 创业导师团 

77 共青团岳阳市委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湖南省岳阳市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创业导师团 

78 邵阳市大祥区青年创业就业孵化基地 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青年创业就
业孵化基地 创业导师团 

79 广东青创训练营 广东省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创业导师团 

80 “一带一路，双创基地”众创空间 云南省瑞丽市云创商务服务众创
空间 创业导师团 

81  搭建培训平台 凝聚创业人才 共青团青海省西宁市委员会 创业导师团 

82 优秀创业导师服务基层行 青海省柴达木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创业导师团 

83 君品青创咖啡-社交型国际化公益平台 浙江杭州君品科技有限公司 青创社区 

84 益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湖南益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青创社区 

85 云南宣威市众创空间 云南宣威市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青创社区 

86 青海省青年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孵化基地   共青团青海省委员会 青创社区 

87 窝窝新途径 内蒙古财经大学 青年体育 

88 蚂蚁探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自驾越野服
务平台 

浙江杭州魅力新故乡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青年体育 

89 壹健体育俱乐部 宁夏壹健体育俱乐部创新团队 青年体育 

 

 

联系人：王佩琪  黄连星 

联系电话：010-85212736 

工作邮箱：cfyee@soho.com 

http://www.baidu.com/link?url=Wx_91ELST2LkN-cifvIp_DDE2dJT561-aXkgL11ITHfM-HHw30LwBwtZWiooYVuTgZEz9fhv8jwmbmUtC9Oi-eEM_smanDhIf1TnMpVKR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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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伙伴交流群（扫码入群请修改群备注为“组织名称+个人

姓名”）: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2018 年 6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