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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2018 年江苏省
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名单出炉，全
市共获评 35 个，其中在常高校推荐
的 11 个项目成功入选，数量同比增
长 2.16%，涉及文化创意、智能制
造、信息产业等领域。每个项目可
获一次性优秀项目资助10万元。

记者从常州创业指导服务中心
了解到，自 2014 年以来，我市连续
五年积极开展省级优秀大学生创业
项目遴选活动。截至 2018 年，我市
累计向省推荐上报 230 个创业项
目，共 197 个项目被评为省级大学
生 优 秀 创 业 项 目 ，入 选 率 为
85.65%。

该中心对我市 160 家省级大学
生优秀创业项目企业进行了跟踪调
查，结果显示，截至 2017 年底，项目
企业共累计投入资金 2.54 亿元，吸
引投资额 4033 万元。其中目前正
常运营的有 139 家，2017 年营业额
累计达 6.15 亿元，带动就业累计
7447 人，包括大学生 1240 人，城镇
登记失业人员 5510 人，农民 697
人。

160 家企业共涉及新能源、节
能环保、智能制造、新材料等 13 个
行业。从在营企业的数量上来看，
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文化创意类、
信息技术类和生活服务类。“在常高
校推荐的大学生项目中，文创类因
其投入小而受到学生欢迎。也有很
多企业结合了专业优势和常州地方
发展形势，比如纺织、机电、机械
等。此外，作为我市主要产业发展
方向的智能制造业也受到广大大学
生创业者的青睐。”该中心工作人员
孟斌告诉记者，常州大学生有想法、
有活力，对创业态度积极，我市优秀
大学生创业项目的运营总体较好，
无论是营业收入还是带动就业，大
都处于积极的增长态势。“但与此同
时，他们也需要面对由年轻而带来
的一些问题，如经验匮乏、学业冲
突、能力不足、资金短缺等。”

孟斌表示，根据大学生创业的
现实情况，为更好支持其创业，近年
来，我市人社部门已先后实施两轮

《常州市“龙城青年大学生创业”三
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三年行动
计划》），通过创业教育、创业培训、
创业政策、创业载体、创业服务“五
轮驱动”，推动我市大学生创业工作
走在前列。目前，第三轮《三年行动
计划》也即将出台。

（杨曌）

常州高校大学生创业项目质量逐年提高，相关调查表明——

文创类文创类文创类文创类 最受学生创业者欢迎

本报讯 近日，由团省委、省
文明办等单位评选的 2018 江苏
好青年百人榜揭晓，常州共 8 人
上榜，其中，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崔晓曙老师和优秀毕业生
闫朝恒双双入选。

“我们身边的好青年”活动，
最终产生包括爱岗敬业、创新创
业、诚实守信、崇义友善、孝老爱
亲等 5 个类别的 100 名好青年，
崔晓曙老师荣登“爱岗敬业”榜

单，闫朝恒荣登“创新创业”榜
单。

崔晓曙，大学毕业后选择了
大学生西部计划，服务于陕西
省华阴市移民局。西部计划结
束后，他来到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当了一名高校辅导员。
工作中，崔晓曙认真做好学生
管理与党建工作，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

闫朝恒是该校 2015 届毕业

生，现为常州壹明唐食品有限公
司董事长、常州市食品协会副会
长。2016 年他创立“壹明唐”豆
腐连锁品牌，随后企业快速发
展。2018 年 10 月，他与学院师
生一起参加第四届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
赛，获就业型创业组金奖，实现
了江苏省高职院校“互联网+”创
新创业大赛金奖历史性突破。

（李颖）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两人入选江苏好青年百人榜
本报讯 1 月 1 日，江苏省

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艺术设计
项目比拼在南京落幕。比赛
设环境艺术设计、平面艺术设
计两个项目，共有来自全省
13个地级市78所职业学校的
162 名师生同台竞技。最终，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谢怡同学
获平面高职组金奖，陈慧茹同
学获平面中职组银奖，刘苏阳
和李艳雯两位同学分别获环

艺高职组和中职组铜奖。
近年来，艺术设计作为创

新型产业迅速崛起，此次比赛
涉及理论、美术基础及设计，
涵盖面广、设计难度高、将传
统绘画与商用设计相结合，包
括企业形象设计、空间效果渲
图呈现、设计理念陈述等。谢
怡同学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商
用价值，得到评委的高度评
价。 （张庆华）

常州幼儿师范学校

省职校技能大赛斩金

在常高校学生创业之路走得有多远——

文能写“爆款”推文
武能造代步“神车”

创业，对初出象牙塔的大学生来
说，需要胆识，更需要眼界。本期，我
们挑选 3 个省级大学生优秀创业项
目，其中，有新鲜上线的自媒体，也有

“懒人福音”轻质代步车。他们的创业
方向都有个共同点：

梁田是常州大学2018届
应届毕业生，虽然学的是石油
化工专业，但从小对汽车颇感
兴趣。大二下学期，他做兼职
接触到自媒体，积累了不少经
验和资源。“当时我就想做个
关于汽车测评、导购的自媒
体，因为这块我比较擅长。”

2017 年底，梁田和室友

合开了车技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从事自媒体写作和运营，
集百度、腾讯、今日头条等各
大自媒体平台于一体，涵盖
汽车、体育、科技、娱乐等领
域。他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
粉丝数在20万左右，2018年
共推送630篇文章，仅在今日
头条累计阅读量就高达7600

万，篇均12万左右，加上其余
平台，篇均阅读量超 20 万。

“‘爆款’推文说白了就是‘内
容为王’，不仅要揣摩读者心
思，迎合他们的阅读口味，还
要写得很专业，给他们带来切
实的帮助。”梁田说。

运营一年来，公司在业
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他们

接连收到国内中小企业提出
的业务需求，当然也不乏大
品牌与商家，如五菱汽车、本
田、丰田、吉利等汽车品牌的
广告投放。“我们的市场涉猎
比较广，主要偏向流量大的
领域。只要需要流量，需要
用户的商家和企业，都是我
们的合作对象。”

右图是一辆小型的电动
助力车，总质量不超过 10 千
克，一手可提；折叠后尺寸
50cm×40cm×25cm，总长
不超过 115cm，仅登机箱大
小；整车可承载质量不低于
85千克；充电1小时即可；在
最大承重情况、最快行驶速
度情况下，能行驶2小时。

这款针对各种体型的可
折叠轻质电动代步车，由常州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车辆工程
学院教师刘勺华设计。“一切
细节都设计得与登机要求相
符。”目前，依托该项目申报的

国家专利已达 12 项，并授权
实用新型专利7项。

有了样车设计，刘勺华却
犯难了。“光停留在设计，无法
实现普惠。我希望能有合作
企业开展量产、推广。”他说，
现在的样车制造从零部件采
购到完成组装需要5000元左
右，如果能实现量产，成本将
能控制在3500元以下。

老师没有实体企业，需
要寻求校外合作，自然就想
到了毕业后创业的学生。该
院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的
2017 届毕业生徐万，成为了

他们的最佳人选。毕业一年
时间里，徐万在武进开办了
常州万禧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从事一站式汽车服务业

务。在本土创业的他，人脉
资源丰富，不乏从事汽车制
造的朋友，目前，双方正在积
极推进投产事宜。

学科在线辅导您可能见
多了，可是针对建筑专业的
网课，似乎并不多见。常州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工程造价
专业 2018 年应届毕业生李
越就创建了“瀚筑云-建筑
职业化教育平台”，通过平台
对建筑专业学生和相关从业
人 员 的 BIM（Building In-
formation Modeling，建筑信

息模型，是建筑学、工程学及
土木工程的新工具）专业技
能在线定制化培养，为建筑
行业输送更多高素质、专业
能力强的人才。

“我们通过不断创新，结
合现代化和信息化教学与学
习需要，配备了最全面的微
课、教案、现场实拍和专业规
范资源库，可供老师进行备

课和教学，也可对所有学生
开放课外自主学习和充电，
希望能打造BIM职业教育的
生态产业链，成为一个科技
创新型的平台。”李越说。目
前，该平台已完成建筑装配
式 BIM 的课程体系建设工
作，并拥有1000多位用户。

事实上，教育平台只是
瀚筑科技团队创业的第一代

产品。经过团队一年来的市
场调研，他们联合常州工程
学院、江苏城建学院，以及常
州地方优质建筑企业，共同
组建了高效的产学研团体。

“我们研发智慧工地产品，不
仅包含施工人员信息化教
育，更致力于提高施工管理
水平，让施工更高效。”

杨曌 图文报道

建筑专业“在线辅导”，还研发出“智慧工地”

师生合作折叠电动车，可以骑车登飞机

很前沿。

推文篇均10万+，他做起了时下最火的自媒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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