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启动第二批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优秀创业团队入
驻大学生创业园申请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普通高等学校及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贯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高校高质量就

业创业计划的通知》（京教学〔2015〕1号）文件精神，推进

“一街三园多点”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孵化体系建设，促

进各高校、科研院所创业工作开展，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

导中心拟启动第二批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优秀创业团队入

驻大学生创业园申请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入园对象 

按照网评、复赛环节成绩排序并考虑分数相同情况，本

次入园申请工作面向在 2018 年北京地区高校大学生优秀创

业团队评选活动中排名 151-307名的创业团队开放（见附件

1）。 

二、园区资源（见附件 2） 

(一) 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理工园）开放空间 

(二) 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软件园）开放空间 

(三) 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良乡园）独立、开放空间 

三、入园程序 

(一) 排名 151-307 名的创业团队须在

2018 年 9 月 28 日（周五）12 时前登陆

http://guosheng.mikecrm.com/ZNsOlrb 或

扫描右侧二维码填写入园意愿； 

(二) 各园区将与申报团队取得联系，沟

http://guosheng.mikecrm.com/ZNsOlrb


通具体入驻情况，并按照工作安排有序安排签约入驻； 

四、入园有关说明 

(一) 本次申请入驻是否需要再次评选由各园区自行安排； 

(二) 各园区办公工位分配方式由各园区根据团队创业成

果、团队人员数量、是否完成工商注册等因素自行安排； 

(三) 创业团队入驻园区免费孵化时间为 1 年，2019年参

加优创评选获奖后可延期 1年； 

(四) 大学生创业园场地使用及相关服务均不收取入驻团

队任何费用，但创业团队要根据各园区具体办公空间类型缴

纳适量押金，待办理退园手续时退还； 

(五) 对于违反园区管理规定、占用工位但使用率不高的

创业团队，园区依据管理规定有权解除入园协议； 

(六) 本通知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五、联系人 

郭老师：60910291（理工园） 

付老师：60910292（良乡园） 

苏老师：15311968782（软件园） 

 

附件 1：具备申请资格创业团队名单 

附件 2：园区情况简介 

附件 3：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服务 

 

 

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2018 年 9月 19日 



附件 1 

具备申请资格创业团队名单 

（根据高校名称首字母排序） 

序号 学校 团队名称 

1 北方工业大学 鱼丸手作 

2 北方工业大学 创翼星智教 

3 北方工业大学 颜码 N1 

4 北方工业大学 北方工大智慧交通 

5 北方工业大学 BSM Studio 

6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树人 App 

7 北京城市学院 E语创客咖啡厅 

8 北京城市学院 天地人和聚网课 创业团队 

9 北京城市学院 纳智齐教育 

10 北京城市学院 US24小时智慧健身房 创业团队 

11 北京城市学院 超级单体文化传播公司 

12 北京大学 柔性智能液晶调光膜的高通量制备技术团队 

13 北京大学 可可圈高校社群交友平台 

14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Finder游戏运动 APP 

15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Easy Walking 盲人手环 

16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PHOOA手机支架设计室 

17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化地图”App 

18 北京服装学院 莯儿童主题餐厅 



19 北京服装学院 北冥印象订制文化工作室 

20 北京服装学院 北京承脉中医研究院小儿推拿 

21 北京工商大学 绿莱项目团队 

22 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 便利电 

23 北京工业大学 “传艺人”手工设计工作室 

24 北京工业大学 oTo团队 

25 北京工业大学 CY科技 

26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AIRSEA浮空创新科技 

27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小软机器人创业团队 

28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未来科技 

29 北京化工大学 英蓝阳光队 

30 北京化工大学 沃壤千里 

31 北京化工大学 有芯之皂 

32 北京化工大学 从丛绿地改造 

33 北京化工大学 瓦力回收队 

34 北京化工大学 爱洁科技 

35 北京化工大学 盗火者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6 北京化工大学 瑞鑫艺术培训团队 

37 北京建筑大学 钢桥先锋 

38 北京建筑大学 灰筑 

39 北京建筑大学 协筑互联团队 

40 北京建筑大学 良物匠造 



41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小马学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42 北京科技大学 孟子居创业团队 

43 北京科技大学 知建 APP项目设计团队 

44 北京科技大学 创享田园创业团队 

45 北京理工大学 拍喽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46 北京理工大学 硬件电路设计（工业自动化、物联网方向） 

47 北京联合大学 慧惠装 

48 北京联合大学 迷彩星空 

49 北京联合大学 时现队 

50 北京林业大学 格格 

51 北京林业大学 绿野仙踪 

52 北京农学院 “菇菇能量包”生态栽培基质创业团队 

53 北京农学院 食用菌创新创业团队 

54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互联网＋旅游＋苗乡衣食文化 

55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蓝域传媒 

56 北京师范大学 搜酷教育 

57 北京师范大学 匠心非遗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传播公益项目 

58 北京师范大学 小酌——引领现代液体革命的饮品平台 

59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华清自强科技有限公司（自强学院） 

60 北京师范大学 一站成师 

61 北京师范大学 灵犀教育工作室 

62 北京师范大学 “守望角”关爱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项目 



63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High Five 

64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奕豪 

65 北京体育大学 镜头下的新农村 

66 北京体育大学 优智体能中心残疾人体育公共服务项目 

67 北京体育大学 洋葱体能 

68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玩儿翻 

69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北京水动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0 北京物资学院 每日一果 

71 北京物资学院 艺云轩文创团队 

72 北京物资学院 物愿箱 

73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 《戏艺摄》戏曲服饰人物摄影工作室 

74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易优基于全景交互技术的 VR培训 

75 北京印刷学院 时创团队 

76 北京邮电大学 Leyoung 

77 北京中医药大学 博仁中医健康团队 

78 北京中医药大学 薪火炙药团队 

79 北京中医药大学 晨暮含香 

80 北京中医药大学 健荞中药安神助眠枕 

81 北京中医药大学 艾学医 

8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HI大神 

8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三未讲团 

8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宝身茶 



8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WeHelp 

8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红楼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87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SGS团队 

88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绿电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89 华北电力大学 锐池能源环保创业团队 

90 清华大学 北京新素代科技有限公司 

91 清华大学 贤哲姊妹植物科技 

9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君美甚 

9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工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绘心小屋 

95 首都师范大学 智慧树 

96 首都师范大学 乐童学堂--阅读式托教中心 

97 首都体育学院 天使街 93号 

98 首都体育学院 裁判通 APP 

99 首都医科大学 维 康 社 区（wakeup） 

100 首都医科大学 康瑞医疗 

101 首钢工学院 密云沃土 

102 中国传媒大学 “可问”大学生信息交换 APP团队 

103 中国传媒大学 阿童木 

104 中国传媒大学 SlowPulse爵士融合乐厂牌 

105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智翼平台 

10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大地呢喃地学科普训练营 



107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从山海创业团队 

108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北京京地科技环保有限公司 

109 中国科学院大学 以梦为马 

110 中国矿业大学 见证青春 

111 中国矿业大学 优理 

112 中国矿业大学 觅渡队 

113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飞手汇”无人机应用服务平台 

114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互联网+综合性留守儿童社会服务机构 

115 中国农业大学 斛叶杯 

116 中国人民大学 “乔禾坊”中华传统轻食文化工坊 

117 中国人民大学 奔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118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云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19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蜘蛛网 

120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深思伙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21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平储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12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毕业后三农学社 

123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知行思创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24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模范印象 

125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CUP1953咖啡厅 

126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石创未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27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深蓝团队 

128 中国戏曲学院 传戏（北京）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129 中国戏曲学院 绘瓦舍-戏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责任有限公司 

130 中国政法大学 鸣泉茶文化工作室 

131 中国政法大学 拓塃牛（北京）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32 中国政法大学 听见 

133 中国政法大学 知情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34 中国政法大学 Giftic 

135 中华女子学院 阳光布谷鸟 

136 中华女子学院 北京敬和齐家文化咨询有限公司 

137 中央财经大学 “板板生花”木板年画文创工作室 

138 中央财经大学 小棉袄-父母舒心 子女安心 

139 中央财经大学 Bridge 

140 中央财经大学 放大镜创意组 

141 中央财经大学 浪花与海 

142 中央美术学院 沐心儿童艺术实验室 

143 中央美术学院 女性胶囊服务空间 

144 中央民族大学 
“匠心非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

公益项目 

145 中央民族大学 阡陌艺术空间 

146 中央民族大学 麦子校园音乐 

147 中央民族大学 同源民族健身操工作坊 

148 中央民族大学 方一文化创意工作室 

149 中央民族大学 民大面孔摄影工作室 



150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市看见映像工作室 

151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伍拾陆文化传播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52 中央民族大学 创睿工作室 

153 中央民族大学 罗布林蕃通教育 

154 中央民族大学 小精灵口语部落创业计划书 

155 中央戏剧学院 野草艺术 

156 中央戏剧学院 北京橙知乐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57 中央音乐学院 day day 

 

 

 

 

 

 

 

 

 

 

 

 

 

 

 



附件 2： 

园区情况简介 

 

一、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理工园） 

理工园建筑面积 17000平方米，定位发展为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

园综合园和主园，涵盖了科技创新团队、文化创意团队、其他类型团

队等，并在积极建设大学生创业团队园区生态发展平台。 

理工园包括北京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中心、项目路演厅、大

创咖啡、多功能厅、健身房、会议室、展示区、休息区等公共服务空间

及 120 多个独立办公空间、3 个公开办公区，最多可容纳 200 余支创

业团队入驻办公。现已形成集团队办公、创业孵化、政策咨询、培训交

流、投融资对接、导师辅导、就业招聘等功能于一体的创业基地。 

理工园目前在园孵化团队 100余支，项目涵盖科技、医疗、教育、

咨询、文创、传媒、农牧、餐饮、公益服务等多个行业类别。 

  地理位置：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技园 1号楼（北京市海淀区西

三环北路甲 2号院）。 

 

 

 

 

 

 

 

 



二、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软件园） 

软件园园区面积近 3000 平方米，定位发展为北京高校大学生创

业园信息化产业园，主要涵盖科技创新团队、信息化产业团队。 

软件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国家软件园产业基地核心区域内，集聚

了联想、百度、腾讯、新浪等 600余家国内知名 IT企业总部和全球研

发中心，拥有浓厚的创业氛围。 

软件园可容纳 60 支以上创业团队入驻，侧重孵化软件及信息技

术服务、“互联网+”类创业项目。 

地理位置：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中关村软件园一期 23号

楼。 

 

 

 

 



三、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良乡园） 

  良乡园园区面积 10000平方米，定位发展为北京高校大学生创

业园文化创意产业园，主要涵盖文化创意团队、其他类型团队。 

  良乡园位于房山区良乡高教园区内，园区高校资源集中，周边

设有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及与相关校企创业合作机构，拥有良

好的大学生创业环境和氛围。 

入驻团队将有机会参评房山区小微文创企业发展专项奖励资金，

与优客工厂同楼办公，分享相互资源，更可享受免费申请营业执照注

册地址、园区停车场、工商代办、知识产权、税务、工商咨询等配套

服务业务。 

  园区设有独立办公区和开放办公区，可容纳近 100支创业团队

入驻，侧重孵化文化创意产业类创业项目。 

  地理位置：北京市房山区拱辰街道学园北街 11号。 

 



附件 3： 

北京高校大学生创业园服务 

 

  1.政策咨询 

提供国家、北京市等关于支持创新创业和小微企业发展的相关

政策咨询，并为园区内创业团队发布创业新闻资讯、项目申报动态、

政策法规等信息。 

2.专业咨询 

为创业园内创业团队提供有关工商注册、税务办理、财务代理、

人事代理、知识产权申请等方面的咨询，完善手续办理渠道。 

3.专业培训 

组织具有创业、投资、企业管理等经验的专家学者，为创业团队

开展各类专业化的创业培训。定期举办创业训练营、创业沙龙、创业

游学等活动。 

4.导师辅导 

导师团队由企业家、企业高管及资深管理咨询师等组成，为创业

团队进行创业全流程跟进辅导。 

5.法律服务 

聘请专业律师事务所，为创业团队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法

律法规信息等服务。 

6.投融资对接 

依据创业团队的融资需求，提供一对一投融资辅导并定期举办投

融资对接会。 

 



7.人才招聘 

收集并发布创业团队岗位招聘信息，通过举办专场招聘会等形

式，帮助创业团队进行人才招聘工作。 

8.新四板挂牌 

为创业团队在北京市股权交易中心进行新四板挂牌提供保荐服务

工作。 

9.宣传展示 

通过创新创业展览展示、典型创业案例、新闻宣传等方式，为园

区团队提供宣传展示服务。 

10.行业产业对接服务 

 园区与相关科技园、产业园、行业集团等进行有效资源对接，

为创业团队提供行业产业对接、支持、发展服务，建立创业团队离园

发展有效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