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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



第一部分：第二届理事会工作回顾



一、财务收支和公益项目



资产规模

资产规模

2018年6月底，期末总资产25,007万元（流动资产24,991万元），期末净资产24,964万元，资产规模稳
中有升。



财务收入

公益收入

2014年1月-2018年6月，累计实现公益收入39,983万元，其中捐赠收入35,645万元（89%），理财收入
和投资收益4,338万元（11%）。



财务收入

年均公益收入

2014-2017年，年均收入9,325万元，其中年均捐赠收入8,450万元，年均理财收入875万元（平均收益
率4.9%）。



财务收入

捐赠来源

理事单位捐赠21,739万元（61%），社会单位捐赠13,906万元（39%）；现金捐赠31,553万元（89%），

实物捐赠折合现金4,092万元（11%）。资金规模1,000万元以上大额捐赠单位11家。



财务支出

公益支出

累计支出38,664万元，其中公益支出37,025万元（96%），管理筹资费用1,639万元（4%）；2014-
2017年，年度公益支出分别为11,043万元、10,247万元、7,179万元、7,089万元，占上一年收入总额
的70%、109%、70%、77%。



财务支出

管理费用

2014-2017年，年度管理费用分别为212万元、354万元、410万元、485万元，分别占当年支出总额的
1.9%、3.3%、5.4%、6.4%。



公益项目

四年多来，累计开展公益项目159个，平均每年实施项目近40个。

项目覆盖青年创新创业、就业见习、精准扶贫、环境保护、文体交流、信用建设等领域，呈现多元化发
展特点。



公益项目

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

赛事项目  12个

1.  “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2.  “创青春”中国青年餐饮业创新创业大赛

3.  中国青年动漫创新创业大赛

4.  中国青年角斗篮球争霸赛

5.  现代汽车大学生创意大赛

6.  东风梦想车中国青年汽车创意设计大赛

7.  京津冀晋蒙青年环保公益创业大赛

8.  国际大学生农业创新创业大赛项目

9.  全国大学生文化创意大赛

10.中国青年体育短视频大赛

11.中国青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

12.中国涉农产业创业创富大赛项目



公益项目

青年创业就业扶持项目  11个

1.  中西部地区青年创业就业服务项目

2. 少数民族地区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创建

和就业培训

3.  共青城青年创业就业扶持项目

4.  宝健青年自主创业就业项目

5.  微软青年创业就业信息技能培训项目

6.  中国青年创业助残项目

7.  红星美凯龙·梦想创业团项目

8.  创业导师秀项目

9. 青创活力·中国青年创业就业专项基金

10.裕元创新创业公益基金

11.中国青年创业社区



公益项目

大学生创业就业项目  6个

1. 招商证券千技万岗大学生就业精准帮扶

     行动

2.  东风大学生村官创业就业项目

3.  大学生创业七匹狼扶助计划

4.  中青凯盈职业技能培训项目

5.  大学生返乡创业行动

6.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联盟项目



公益项目

社会扶贫项目  8个

1.  灵丘扶贫项目

2.  石楼扶贫项目

3. 惠水“青蜂工程”扶贫项目

4.  洪氏百村千户爱心帮扶项目

5.  现代汽车起亚家园房屋援建项目

6.  现代汽车灾区就业重建项目

7. 革命老区慰问帮扶项目

8.  陇川县电子商务知识培训



公益项目

青少年环保教育项目  7个

1.  保护母亲河解放军青年林项目

2. 保护母亲河京津冀晋蒙青少年增绿减霾

     共同行动

3.  现代汽车公益治沙项目

4.  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资助行动

5.  绿色长征公益健走项目

6.  韩中青年未来林项目

7.  团中央西山绿化基地植树护林项目



公益项目

社会建设项目  10个

1. 中国青年先锋文化发展项目

2.  全国优秀体育公益社团项目

3.  现代汽车优秀青年赴韩研修团项目

4.  中国青少年摄影绘画作品征集公益项目

5.  现代汽车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

6.  现代汽车公益消防交通安全守护爱心项目

7.  “创未来”青年文创专项基金

8. 中国青年体育创新专项基金

9. 向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捐赠旗帜项目

10.校园足球主题文化作品活动



公益项目

大额资助项目（资金规模500万元

以上，14个），金额28,847万元

28,847万元8,285万元

微软青年创业就业信息技能培训项目4,603
万元
中西部地区青年创业就业服务项目4,244万
元
保护母亲河解放军青年林项目3,941万元
宝健·青年自主创业就业项目3,705万元
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项目
3,518万元
中国青年创业社区项目1,689万元
资助少数民族地区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创建
和就业培训1,072万元
韩中青年未来林项目1,035万元
大学生返乡创业行动1,000万元
青年信用体系建设911万元
红星美凯龙·梦想创业团项目900万元
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资助行动808万元
现代汽车大学生营销创意大赛759万元
“东风梦想车”中国青年汽车创意设计大赛
661万元



公益项目

宝健青年自主创业就业项目 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保护母亲河行动解放军青年林 微软青年创业就业信息技能培训

现代汽车起亚家园项目 现代汽车内蒙古公益治沙项目 韩中青年未来林项目

现代汽车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
东风梦想车

中国青年汽车创意设计大赛 灵丘扶贫项目

长期资助项目 （持续

开展3-4年， 17个）

宝健青年自主创业就业项目

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保护母亲河行动解放军青年林项目

微软青年创业就业信息技能培训项目

现代汽车起亚家园项目

现代汽车内蒙古公益治沙项目

韩中青年未来林项目

东风梦想车中国青年汽车创意设计大赛

灵丘扶贫项目

现代汽车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等



二、战略性探索和突破



（一）积极融入国家“双创”战略格局



2015年
创青春 创未来 

中国青年创新创业论坛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2016年
北京: 中国青年创新创业金融
综合服务平台启动仪式暨中
国青年创新创业论坛

深圳: 共青团“双创”成果主
题展示、创青春·中国青年创
新创业系列活动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2017年

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西安: 第四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

大赛，成立中国青年创业联盟，中国青年

创新创业展示交流会、中国青年创新创业

板高峰论坛等18项创业服务活动

上海: 共青团“双创”
成果主题展示

北京: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裕元创新创业公益基金发布仪式
暨青年体育创业就业论坛



（二）搭建服务青年创业就业基础性平台



举办创业就业赛事，搭建项目汇聚平台

p连续四年参与举办“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p主办行业垂直细分领域青年双创专项赛

“创青春”中国青年餐饮业创新创业大赛

“创青春”中国体育产业创新创业大赛

“创青春”中国青年动漫创新创业大赛

中国青年体育短视频大赛

中国角斗篮球高校争霸赛

青创活力·互联网+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萌番姬杯”国际大学生农业创新创业大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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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青年创新创业板，做强金融扶持平台

p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中国青年创新创业板：截至2018年6月底

融资企业：  92 个

展示企业：  271 个

展示项目：  32 个

孵化基地：  114 个

p青年创业就业信贷服务

创新面向创业青年需求的金融产品和信贷服务

累计发放贷款10,669 万元



开展创业就业培训，建设智力支持平台

p聚导师
中国青年创业联盟：398名个人和团体成为首批会员，联盟2018年会期间增补联盟及分支机构人员，会员扩充至1,100多人

p建课程
联合开发“青年之声”创业慕课体系，发布《中国青年创业发展评估报告（2017）》

p抓培训
举办西藏大学生就业创业培训培养项目专题培训班，青创公益学堂（第1期），中国青年体育产业创新创业特训营

p办路演
“青创板”挂牌企业上线仪式暨路演活动，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路演汇，“青年之声”众创互联路演驿站



中国青年创业联盟



中国青年创业联盟2018年会分组讨论



青年创业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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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体育产业创新创业特训营



青创公益学堂



线上线下路演服务



聚力青创社区建设，打造创业孵化平台

低成本

全要素

一站式创业服务

创业要素对接

创业文化营造

创业服务提供

开放式联合办公
开放式联合居住

开放式健身休闲

精准化多层次社交
全链条创业服务

青创社区



中国青年创业社区

社区分类

1

2 3

4

直属青创社区

加盟授权
青创社区 青创孵化器

海外青创社区





中国青年创业服务云平台           http://www.ccfye.com



开展青年见习实训，助力青年就业促进

p“千校万岗”大学生就业精准帮扶行动

招募大学生2,863人，1,510人参加岗前培训和就业实习，就业89人

p宝健青年自主创业就业项目

提供培训辅导、资金支持及物质扶助，1,200余名青年加盟经营实现创业

p微软青年创业就业信息技能培训

覆盖河北、山西、吉林、江苏等10省份，累计培训青年4万余名

p黑龙江省延寿县农村青年优质水稻种植技能培训

建设10万亩优质水稻高产示范区培训基地，培训青年农民6,000余名

p云南省陇川县农村青年电商培训班

集中培训与实操培训相结合，培训青年近500人次

p贵州省惠水县中蜂生物工程

帮助惠水县发展中蜂规模化养殖，受益农户1,000余家



探索公益新模式，实施互联网公益项目

p自主发起项目  3个



探索公益新模式，实施互联网公益项目

p联合社会组织劝募项目  4个



探索公益新模式，实施互联网公益项目
p联合高校劝募项目  3个

p联合企业内部公益组织劝募项目  1个



开发精准扶贫慈善信托产品



（三）探索公益和商业融合生态



遵循经济规律，利用市场化资源推进青年创业就业服务
青创汇（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p核心三大主营业务

运营或监管各地中国青年创业社区

建设中国青年创业服务云平台

承办团中央主办的相关创新创业赛事

p成立专业化服务实体

赛事、金融、培训、孵化公司

p设立平台专项办公室平衡推进工作

项目汇聚平台专项办公室

金融扶持平台专项办公室

智力支持平台专项办公室

创业孵化平台专项办公室



（四）筑牢事业发展坚强保障



加强党的建设



加强党的建设



规范科学决策



完善管理制度



规范基础资质



社会荣誉



三、经验和体会



我们的体会

p必须坚持政治引领，把培育青年人才作为根本目标

p必须坚持聚焦主责主业，服务青年成长发展

p必须坚持自我革新，全力落实改革再出发要求

p必须做实社会功能，遵循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p必须坚持职责使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会



p中国青年创业社区等核心品牌运营和服务能力不足

p四个平台发展不平衡、缺乏有效的协作联动

p青创汇公司业务发展不够理想

p风险防控能力有待加强

p“快、深、实、稳”的工作作风体现不够

p项目策划和资源开发能力不足

p筹资规模总量较小

p工作队伍专业化程度较低

我们的不足



第二部分：未来四年主要思路和工作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思想指明新方向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

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



共青团十八大胜利召开



未来四年主要思路



未来四年工作任务

2018年募集资金不低于10,000万元，以后每年增长10%；

第三届理事会届末，实现自主筹资比例达总额80%以上，互联网公益筹款达总额10%以上，总资产达到30,000万元以上。



旗帜鲜明聚焦主责主业，提升贡献度

p政治引领

p组织动员

 

p服务青年



落实改革再出发要求，实现新转变

p坚持立会特色

p创新组织方式

p转变工作方式

p全面从严治会

打造专业、创新、干净的工作队伍

    



做强青年创业就业服务，展现新作为

团十八大报告提出，“力争到2020年，在建档立卡的贫困人中资助10万名学生完成学业、帮助10万

名大中专毕业生找工作，同时扶持10万名有志青年扎根农村创业。”



返乡下乡青年创业帮扶计划



困难家庭大学生就业支持计划 服务推动大学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开展就业培训

提供就业辅导

见习岗位推荐

政策咨询服务



社会组织公益创业助力计划

联合一批公益组织，
构建合作伙伴公益圈。

打造服务青年创业就业的公益社群



做强业务板块，推动青年创业就业高质量发展

智力支持平台

项目汇聚平台

金融扶持平台
创业孵化平台



项目汇聚平台

强化创新理念、增强创业意识，投身创业就业实践

中国青年创业服务云平台



打通青年创业企业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融合通道

金融扶持平台



开展线上线下创业就业培训辅导服务

智力支持平台



打造共青团服务青年创业就业的知名品牌

健身 餐饮办公

居住会议 休闲 路演

创业“微城”



创业青年汇聚地

创业要素对接地

创业政策辐射地

创业成果展示地

枢纽型服务阵地

中国青年创业服务云平台



积累实绩打造服务青年创业就业领域的社会企业
青创汇（北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p创业导师服务

p双创云平台建设

p青创社区运营

p创业赛事承办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全社会都要重视和支持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更有利的条件，搭建更广阔的舞台，让广大青年在创新创业中焕发出

更加夺目的青春光彩。

——习近平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努力打造新时代共青团服务青年创业就

业的基础性平台，引导广大青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创新创业创优的拼搏奋斗中谱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