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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宜智同志在第二届 “创青春冶 中国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2015 年 7 月 9 日)

迎着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胜利召开的东风, 我们借中信国

安创客基地这块宝地, 举办第二届 “创青春冶 中国青年创新创

业大赛启动仪式。 会前, 在二楼展厅与创业青年交流, 深刻感受

到青年创客朋友们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激情。 刚才, 俞敏洪先生、
各位企业家、 社会机构代表、 创业青年代表做了很好的发言, 从

中体会到大家对青年创新创业的热情、 责任、 担当, 给人启发、
传递力量, 这坚定了我们贯彻落实好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

神、 推动共青团服务青年工作再上新台阶、 开拓新局面的信心和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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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 高朋满座、 朝气蓬勃, 大家共话青年创新, 共商

青年创业, 不禁回想起去年首届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的许多场

景。 一年来, 在中央各部委、 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社会各界支持

下, 首届大赛吸引了 110 多万青年、 近 18 万个项目参加, 实现

意向风投 28 亿元, 成为共青团服务青年创新创业的一项重要品

牌。 今年, 我们在汲取经验、 深化创新的基础上, 对赛事进行优

化整合、 统一品牌, 联合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 农业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全国学联, 以及

天津、 江苏、 浙江、 江西等省级政府, 分为商工组、 现代农业

组、 互联网组、 APP 专项赛等 4 个类别, 再次唱响 “创青春冶 的

时代强音, 组织动员更广大的有志青年激扬青春, 投身到 “大众

创业 万众创新冶 的时代热潮中来。 借此机会, 我谨代表共青团

中央书记处, 向过去一年来倾心支持青年创新创业的中央网信

办、 工信部、 人社部、 农业部, 中国邮储银行、 上海盐商集团,

以及各级党委政府、 社会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阶梯, 创业是时代发展的主题。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青年创新创业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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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五四青年节, 李克强总理给清华大学学生创客回信, 情

真意切地指出 “青年愿创业, 社会才生机盎然; 青年争创新, 国

家就朝气蓬勃冶。 广大青年应当以强烈的担当精神和进取意识,

响应党中央、 国务院的号召, 努力在创新创业中创造人生价值,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在此, 我提三

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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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广大青年增强担当意识, 在推动国家进步、 促进社

会发展中追逐青春梦想。 青年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生力军,

更是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希望所在。 当前,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互联网+冶、 大数据、 云计算、 工业 4. 0……这些新名词正快速

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催生出新一轮产业变革。 同时, 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 传统的高投入、 高消

耗、 粗放式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迫切需要从要素驱动、 投资驱动

转向创新驱动。 广大创业青年要立大志、 创大业、 成大事, 自觉

承担引领科技创新、 推动国家进步、 促进社会发展的责任, 积极

投身创新创业实践, 着力推动科学技术、 商业模式、 管理体制等

创新, 促进中国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希望广大青年增强实干意识, 在紧跟时代潮流、 引领创

业风尚中始终走在前列。 青年是社会上最富朝气、 最有生气的群

体, 青年阶段也是人生中最具创新意识、 最少保守思想的阶段。

伴随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 具有强烈的互联网

思维, 接受新鲜事物快, 开拓进取精神强, 创造出了许多改变经

济业态、 创新商业模式的卓越业绩。 但是, 创业本质上是一个复

杂的实践过程, 要经受资金、 技术、 市场等诸多考验, 每一步都

需要脚踏实地的付出。 广大创业青年要弘扬 “敢为人先、 追求创

新、 百折不挠冶 的创业精神, 坚持 “创业要实冶 理念, 从大处

着眼、 从小处落脚、 从细微处入手, 走稳走好创业步伐, 不仅努

力实现自身成功创业, 还要带动更多身边的青年创业致富, 成为

紧跟时代潮流、 引领创业风尚的排头兵。

———希望广大青年增强机遇意识, 在投身大众创业、 万众创

新中写就精彩人生。 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推进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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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 万众创新成为富民之道、 公平之计、 强国之策。 国务院连

续出台多个文件, 推出一系列促进创新创业的政策措施。 各部

门、 各级政府实施简政放权, 推出商事制度改革、 税收调节政

策、 金融刺激措施等各项举措。 各投资机构、 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 按照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 提供资金、 场地、 培训等各类帮

助。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支持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已然形成, 我

们正迎来一个 “创业最好的时代冶。 广大创业青年要树立强烈的

机遇意识, 敏于发现机遇、 善于抢抓机遇, 发挥年轻人思想活

跃、 创造力强的优势, 弘扬创新创业精神, 用创业奋斗的实践写

就精彩人生。
共青团将以举办大赛为契机, 抓住赛前动员、 赛事组织、 赛

后孵化等各关键环节, 着力提供经常化服务、 常态化支持, 建设

和完善促进青年创新创业的工作平台, 广泛整合各类社会资源,
不断帮助青年培养创业意识、 增强创业能力、 提升创业成功率,
积极发挥共青团服务中心大局、 服务青年成长发展的应有作用。

最后, 预祝大赛圆满成功! 祝青年朋友们在创业的道路上实

现精彩的人生梦想! 谢谢大家!

摇 抄送: 团中央书记处各同志

团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

团中央机关各部门、 各直属单位, 各省级团委。

摇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2015 年 7 月 27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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