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紫荆谷创新创业发展辅导中心 2018 年度招生简章
【概况】
为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的“支持港澳中小
微企业和青年人在内地发展创业”和“支持内地与港澳开展创新及科技合作”，2016 年 4
月，由香港中国商会牵头，经纬集团发起并联合多家香港和海内外华侨华人相关商协会成立
“紫荆谷发展中心”，得到香港各界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家 12 所顶尖高等院
校的全方位合作对接。
为了让香港青年尤其是各高校创新创业领军人才了解内地创造、中国设计，全方位参与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与内地共享经济新生态，与世界共拓寰球新未来，
同济大学与香港经纬集团合力，推动“同济大学紫荆谷创新创业发展辅导中心”，依托同济
“双一流”学科优势、世界顶尖设计思维教学法、最广大的同济校友力量，以“设计、创意、
空间”为主题，突出打造“空间”紫荆谷研习营，旨在于快速提学员创新创业能力。

【特色】

1、

独创“设计思维·创业实践”流程教学法，科学助力创业教育；

同济大学作为“国际创业者暑期学校联盟”发起高校，依托近十年超过 23 个国家的成
功教学案例，结合商业设计（Business Design）和服务设计(Service Design) 的流程体验
课程，首创“设计冲刺创业（Design Drive Innovation Tools）”。

2、

长江学者与企业大鳄同台，实现“浸入式”教学；

依托土木工程、城市规划两个 A+级学科，建筑学、设计学两个一级基础学科的优势，
并融合政治学科等同济特色学科促进学科交叉，凝聚庞大的校友资源、顶尖的师资力量，邀
请来自资本、高校、产业等专业领域一线工作人员作为导师全程陪伴，通过“浸入式”教学
拓宽教学体验、提高经历品质、加深创业影响，不断促进“学校、企业、政府、社会、资本”
五个要素全方位互动。

3、

创业团队完美模型，保证创意到创业；
同济大学针对学员背景的丰富性和多元化的特点，利用设计思维教学理念，研习营=

依照“IDBM”项目要求，将学员有机分成不同组别，并设立小组任务，从学科特点、知识构
成、思维模式将各个学院的优势聚合，充分保证创意想法从萌生到落地的有序推进。

【招生对象】
主要招收在校生及港澳台侨创新创业青年、中小微企业主和部分内地创业者。

【课程设置】
结合商业设计（Business Design）和服务设计(Service Design) 的流程体验课程，首
创“设计冲刺创业（Design Drive Innovation Tools）”，同济利用研习营短暂的集中学
习时间中，引导学员们完成了从发现问题、理解原理、发散思维、设计方案、评价系统到最
终路演的全过程，系统学习了从创意到创业的“商业计划”诞生课程。

【导师阵容】


学术导师


门洪华：1969 年生于山东省，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同

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政治与国际
关系学院院长，教育部“马工程”首席专家、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第三批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国亚太学会
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
理事，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
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共青海省委党校特邀顾问、特邀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

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中国战略思想史和大
国战略比较等，曾先后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3 年）、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2006-2007 年）、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2011 年）、英国牛津大学（2013-2014 年）、
日本东京大学（2015 年）等担任高级访问学者。迄今，出版《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逻辑
建构》《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东亚秩序论》等个人专著 9 部，《权力与相互依赖》
等译著 16 部，《中国改变世界》等合著、主编 30 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等专业期刊
发表论文 150 余篇。



曲建: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商务部专家；国家商务

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国家高端智库综合开发
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国际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长期
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以及产业园区发展等问题，
出版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系》、《基
于全球价值链角度的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等多部著作
和论文，主持过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战略研究"、"跨国公
司对华投资的新特点、新趋势及对策研究"等百余项国家
和地方重大调研课题，为各级政府提供了决策参考意见。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
教授、副院长，经济学博士后，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



陈劲松：深圳世联行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现任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
学会副会长、建设部房地产估价与房地产经纪专
家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香
港地产行政学会会员、深圳市房地产业协会副会
长、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委员会委员及建设部房地产估价与房地产经纪专家
委员会委员、阿拉善生态协会理事。



娄永琪：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芬兰总统狮子

一等骑士勋章；光华龙腾奖中国设计贡献金质奖章、中国
工业设计十佳教育工作者、上海市首届十大高端青年创意
人才。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
瑞典哥德堡大学、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芬兰阿尔托大学
客座教授；同济大学上海国际设计创新研究院院长兼首席
科学家。



肖水龙: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同

济大学材料学学士及管理硕士；2014 福布斯中国最佳创投
人第 31 名；曾任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和国信证券公
司的董事等职务；2007 年离开了深圳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
带领着团队创办了创东方，创下创立 3 年内实现 10 个投资
项目 IPO 的佳绩。2014 福布斯中国最佳创投人第 31 名。



郭卫华：深圳市齐心集团创始人。上海潮汕商会、上海

广东商会常务副会长、上海潮青执行主席兼秘书长。齐心集
团：深圳齐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1991 年，是为企业提
供现代办公用品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也是中国办公用品
行业最具影响力和最大规模的企业之一；公司于 2009 年在深
圳 A 股成功上市。



朱岩梅：华大基因执行副总裁，首席人才官，战略

发展中心主任；著作与论文：《创新的力量》（中信出
版社）、《全球化与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出版社）、
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国际会议发表论 文 30 余篇 。
2007--2016 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兼经
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副教授。



刘石明：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新局党组书记、局长、

南山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候选人；1981.08——2004.11
国防科技大学应用力学系空气动力学教研室 14 级技术员、
航天技术系力学教研室 13 级技术员、空气动力学与理论
力学教研室开发室工程师、航天与材料工程学院空间技术
研究所工程师。



王红卫：浙江大学光学仪器工程学士、管理学博士、

研究员；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人才基
金投资部总经理。曾担任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主任、南山区大沙河创新走廊建设办公室主任、深圳市创
业投资同业公会常务理事，具有 16 年科技创业服务和创业
投资管理经验。先后主持孵化 3000 多家科技企业，主导投
资 32 个创新创业项目，首推科技金融工作,为 800 多家科
技企业提供 60 多亿元优惠贷款支持。主导建设 16 个孵化产业园区，直接创办的南山“创
业之星”大赛吸引了约 11000 个项目参赛（含海外项目 1200 个）,产生了大疆创新、茂
硕电源（002660）、金信诺（300252）、菲鹏生物等一批明星企业。



魏宇超：广东朝启创新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联

合创始人。2009 年参与投资创立上海禹大科技有限
公司，获团中央直属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授予的
“青年优秀创业项目孵化基地”荣誉称号。2012 年
为揭阳市政府公益创办普惠型金融服务平台“揭阳
金融超市网”。



创新导师

牛磊 Lei Niu

刘人杰

Ten years ago, I started to notice the UNBALANCED society and
waste of public resources, so I jumped into the wave of social
innovation and tried to lower the recidivism rate in the US as
the founder of Recovery Through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Five years ago, when I look at the college education in China,
I see the UNBALANCE between student potential and existing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s, I was disappointed to see the waste of
young tal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y. That was the moment I
decided to contribute as an educator and brough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nto Universities.
Now, I'm looking at modern corporates, who want to keep being
relevant, being cutting edge, being successful. I see the
UNBALANCE between the innovative vision and the inefficient
existing framework and process. I see the massive waste of
corporate resources and unfulfilled demand from the potential
breakthroughs. That's why I set my course to help corporate as
the CIP program director at XNODE.

同济大学设计与创意学院：设计硕士；2011 年 Hasso Plattner
Institute（德）：Certificated Design Thinker；10 年设计工作经验，
拥有机械工程师、设计师和市场营销的跨界工作背景，曾服务于中国船
舶集团和世界 500 强亿滋食品。
目前正致力于将设计思维与冲刺，商业思维的故事化呈现应用于个
人和组织的转型突破，倡导通过更融洽的“工作体验”来提升团队创造
力，提升转型效率。
陆续为可口可乐，博世，阿里巴巴等组织提供未来组织文化落地，
员工体验与人才发展体系的结合，产品与服务创新以及下一代客户消费
趋势洞察等项目。
擅长领域：
设计思维、服务及流程改造、用户痛点挖掘、服务系统蓝图设计

张正明 Erik

台湾交通大学 MBA；前爱立信东北亚区研发中心战略与组织发展、
系统与技术部、商业创新实验室负责人。拥有超过 18 年世界五百强的
工作经验及超过 10 年的创新管理经验。在爱立信工作期间成功孵化新
产品及贡献爱立信在物联网的新产品线建立。
海尔开放创新平台
HOPE 创新合伙人。校园 VC 投资合伙人。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高校创业师资班导师。曾设计参与和支持慕尼黑
再保险创新教练培养项目，戴姆勒和宝马全球高管数字转型训练营，
大众中国的未来出行/无人驾驶商业模式训练营，博世界中国组织文化
落地等不同项目。

【费用及教学安排】
学习费用：本课程为公益项目，入选参加课程的学员享受经纬集团提供的奖学金，全额赞助
培训费和食宿费，个人只需承担往返交通费。
学习时间：2018.06.06—2018.06.15
上课地点：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深圳“未来生活实验室”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北六道 16
号

【报名及录取】
报名方式：扫描二维码填写表格
或登陆网站 https://www.wjx.top/
联系我们：TJbauhiniavalley@163.com
+86-21-65983697
申请表发送截止日期：2018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