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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青 团 江 西 省 委
江 西 联 合 股 权 交 易 中 心

赣青联发〔2016〕42 号

关于推动青年创新创业企业在江西
“青年创业板”挂牌的通知

各设区市团委，各驻外省级团工委：

为认真贯彻落实《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共青团促进青年创

业就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中青发〔2014〕1 号）和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全省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意见》（赣府

发〔2014〕7 号）文件精神，引导各类社会资金利用资本市场

投资青年初创企业及成长型企业，更好地服务全省产业转型升

级，实现“十三五”金融业发展的良好开局，为推动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经研究，团省委与江西联合股权交易

中心决定共同开设“青年创业板”（以下简称“青创板”），

现就相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挂牌条件

（一）鼓励支持参加“赢在江西”创业大赛和各类创新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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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赛获奖的初创企业挂牌

1. 申请人必须为项目发起人或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法定

代表人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企业法定代表人须占有企业的股份

不少于 30%。申请人是大学生的，须为国家承认学历的在校大

学生或毕业 5 年以内大学生，港、澳、台籍高校毕业生和留学

回国的高校毕业生须通过学历认证。

2. 已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的县级以上（含）各类创业竞赛参赛项目的创业企业，可以申

报“青创板”挂牌。

3. 特别推荐。各类创业大赛组委会及其主管部门拥有推荐

权，向“青创板”专家评审委员会推选特别优秀的初创企业在

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青创板”挂牌。

团省委可对省、市青年联合会、青年企业家协会、青年商

会有挂牌“青创板”需求的企业进行推荐，对已完成股份制改

造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积极推荐到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其他板

块挂牌。

（二）鼓励入驻省、市、县政府建设或认定的创业孵化基

地内企业挂牌

入驻省、市、县政府建设或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内企业可

由基地管理部门推荐，在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青创板”挂

牌，或由符合条件的企业自行申请挂牌。

二、申请挂牌流程

符合上述条件的青年初创企业及成长型企业可向“青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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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专家评审组提交在“青创板”挂牌的申请，并提供相应挂

牌材料。“青创板”专家评审组会定期或不定期对申报企业进

行评审，审核通过后，将拟申请挂牌企业及项目的目录清单和

申报材料同意报送至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按照

“挂牌申请—提交材料—通过审核—挂牌”的流程申请挂牌。

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收到申请材料并审核后，统一在网站发

布关于企业成功挂牌的信息。

（一）挂牌申请

企业申请在“青创板”挂牌，应通过团省委所属的“江西

青创网”进行网上申请，归集企业挂牌材料，向江西联合股权

交易中心统一提交挂牌申请材料纸质文档（纸质文档需加盖公

章）。

（二）提交材料

1. 江西“青年创业板”企业挂牌申请表（见附件 1）；

2.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3. 公司章程；

4. 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要求挂牌的其他资料。

（三）审核挂牌

“青创板”挂牌企业需经过专家评审组审核。专家评审组

成员由团省委牵头，联合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江西省青年

企业家协会、投资机构等组成。

申请挂牌前，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对申请挂牌企业资料

的内容及形式的完备性进行核对，对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准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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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并在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网站公布，企业正式挂牌。同

时，企业与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指定平台签订《股权登记托

管服务协议》，办理股权登记托管。

（四）信息披露

企业完成挂牌后，应按《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披露规则

（试行）》要求披露信息。企业决定对外公开披露的信息，江

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可在其他合作资讯平台上予以披露。

三、青创板特点

（一）“青创板”主要服务于江西省内的青年创新创业项

目和企业。

（二）“青创板”定位于创业孵化工场、专业增信平台、

融资服务加速器、转板服务助推器等四大功能，打造了全流程

专业化辅导机制，为青年实现创业梦想和自身价值铺路搭桥。

1. 创业孵化工场。“青创板”通过引入市场专业力量，辅

导规范青年创业行为，为青年创业团队提供早期创业所需要的

商业、市场、法务、财务等一揽子创业服务，旨在帮助早期阶

段的创业公司顺利启动和快速成长。

2. 融资服务加速器。依托“青创板”独有多元化金融服务

体系，为青年创新创业项目和企业拓宽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外

延，为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基金进入早期创新创业

项目和企业提供良好条件和环境。

3. 转板服务助推器。引入市场化评判和筛选机制，充分发

挥市场导向作用，广泛培育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引入券商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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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构，对青年创新创业企业进行规范化和股份制改造，帮助

企业循序渐进转入新三板、创业板、中小板、主板及境外证券

市场等更高层次板块。

（三）“青创板”提供天使投资、PE、VC 等多种融资模

式，聚集创业投资机构，破解青年创新创业“融资难、融资

贵”的问题。

（四）团省委将结合工作实际，全面投入相关资源积极打

造“青创板”，重点打造服务青年创新创业的服务、人才、孵

化、融资、实践、宣传等六个平台，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思想

引领、技能培训、资金扶持、政策解读、场地实践等服务。

四、企业挂牌“青创板”益处

“青创板”着重于青年创新创业企业（项目）的真实性，

突出其核心竞争力和创新成果转化的市场前景，为青年创新创

业者适应未来注册制的上市模式奠定基础，同时通过多元化金

融服务对接，引导资本与之有效结合，促进创新成果的产业化

和市场化。

1. 整合资源助力挂牌企业发展。团省委、江西联合股权交

易中心将发挥资源整合优势，为青年创新创业集聚政策资源、

资本资源、产业资源、智力资源和资讯资源，帮助青年创业者

在项目初期突破融资瓶颈，完善创新环境，缩短技术产业化、

市场化的时间，实现“青创板”一小步，青年创新创业一大

步。

2. 拓宽融资渠道，快速对接资本市场。“青创板”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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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式为挂牌创业与资本结合提供多元化对接渠道，解决青创

企业初期融资难问题。如与创投合作，为青年创新创业开展股

权投融资；与银行合作，为青年创新创业开展股权质押融资；

促进上市公司与挂牌企业进行对接，探求并购重组的可能性；

构建互联网金融平台，为挂牌企业提供更加快捷高效的资本对

接渠道。

3.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培育夯实企业上市基础。“青创

板”挂牌企业，通过形象展示和信息披露，成为一个“阳光

化”项目或企业，提升项目或企业的品牌形象；通过融资与融

智结合，帮助项目或企业度过早期瓶颈期，实现健康快速地发

展；在恰当时机，选择专业推荐机构对企业进行进一步规范和

股份制改造，完善企业治理结构，适应资本市场运作规则，夯

实企业上市基础，减少企业上市的规范成本、经济成本和时间

成本。

五、“青创板”金融服务体系

（一）规范辅导。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是我省区域性股

权交易市场唯一运营机构，为我省中小企业提供规范辅导、股

改、融资等综合服务。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汇集各大金融机

构资源，能为企业提供融资顾问、法律咨询、财务辅导、规范

治理等市场专业化服务，实现“一对一”跟踪辅导，促进创业

企业快速孵化成熟，实现有效转化。

（二）登记托管。为青年创业项目、初创企业股权、债权

的出让方和受让方提供权益登记托管、权益过户等服务，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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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结算效率和权益、资金的安全性。

（三）挂牌展示。利用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专属渠道

（官网、微信公众平台）向资本市场发布青年创业企业的基本

信息，提高青年创业企业的市场认知度。

（四）交易组织。为交易参与主体提供项目、股权、债权

的转让和投融资服务，为交易双方的协商提供必要条件，促进

交易双方成交。

（五）投融资对接。依托“青创板”在政策、资本、产业、

智力及资讯等方面的优势，结合青年创业项目、初创企业创新发

展的特征，引入天使投资（含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及相关金融

机构、增信机构，进行专项金融服务产品设计，提高挂牌项目、

挂牌企业的融资成功率，减低融资成本。具体准入条件以江西联

合股权交易中心规定及投融资产品（项目）要求为准。

1. 天使投资（含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依托团省委和江

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合作投资机构的天使投资基金，联合社会

资本，共同为有成长潜力的青年创新创业提供天使投资、创业

投资服务。

2. 股权质押融资。“青创板”挂牌企业以其所拥有的股权

作为质押标的物，为自己或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增加青年创

新创业的融资机会。

3. 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新四板基金”优先投资于符合

条件的“青创板”优秀挂牌企业。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的

“新四板基金”，将优先对有成长潜力的“青创板”挂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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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提供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服务。

4. 股权估值。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与股估所（股估所为

深圳市前海梧桐投资有限公司子公司），运用互联网加金融的

思维，打造线上线下的股权估值服务体系，为广大处于初创和

发展阶段、尚未走入资本市场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价值发现平台

和高效便捷的融资通道，同时以定制化及个性化的投行服务协

助中小企业更好地对接资本市场。

5. 常态化路演。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与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深交所全资子公司）合作，通过中国高新区科技金融

信息服务平台采取“线上视频直播、线下机构点评、分行业撮

合对接”的形式，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定制化路演服务，实现路

演项目与全国顶尖的投资机构及上市公司进行无缝连接，路演

企业享受创客服务、股权投资、上市并购、投后辅导等全生命

周期的衍生服务。

7. 转板服务。支持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等会员机构对有需求的挂牌企业帮助进行股份制改制、完善公

司治理；对符合条件的挂牌企业积极推荐转板全国股转系统或

沪深交易所上市。

六、“青创板”挂牌服务费

目前北上广“新四板”挂牌服务费为 8-10 万元/家不等。

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对挂牌“青创板”的企业，实施按 1 万

元/家收费挂牌费，最大限度降低青年创业企业挂牌成本，突出

公益服务职能，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青年创业者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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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作要求

1. 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地各单位团组织要高度重视，

统筹协调，积极开展企业摸底调查，组织和推荐符合条件的优

秀青年初创企业及成长型企业到江西省联合股权交易中心挂

牌。团省委、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将联合成立江西“青创

板”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推进“青创板”工作。江西“青

创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江西省青少年事业服务中心。

2. 形成合力，狠抓落实。力争 2017 年 3 月底前推动 100

家以上企业实现“青创板”挂牌。请各地各单位团组织按照江

西“青年创业板”推荐名额分配表（见附件 2），认真做好挂牌

企业推荐工作，通知申请挂牌企业登录“江西青创网”进行报

备，并于 2017 月 3 月 20 日前统一将纸质版材料（一式两份）

报送江西“青创板”工作小组办公室（同时发送电子稿）。

3. 注重宣传，营造氛围。各地各单位团组织要加大宣传力

度，协调电视、广播、报纸等主流媒体，整合团属网站、微

博、微信等媒体对“青创板”工作广泛宣传，在全社会营造良

好的舆论氛围。

江西省青少年事业服务中心

联 系 人：李 静 黄芬芬

联系电话：0791—87956959

手 机：18779869436 15079020177

邮 箱：jxqckj2015@163.com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南京东路 8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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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

联 系 人：邵 丹 邓安琪

联系电话：0791-82208078 0791-82208070

手 机：13672218411 15279127086

邮 箱：shaodan@jxjee.com dengaq@jxjee.com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路 545 号

（金融大街路口）红谷城投大厦 8 楼

附件：1. 江西“青年创业板”企业挂牌申请表

2. 江西“青年创业板”推荐名额分配表

共青团江西省委 江西联合股权交易中心

2016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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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西“青年创业板”企业挂牌申请表

挂牌类型：□创意项目 □创意企业 □初创企业 □成长型企业

申请企业全称： 企业简称：

注册资本： 行业类别：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合伙企业 □其他

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网址：

股份公司设立时间： 年 月 日 股份总数（股）：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姓名/电话：

身份证号：

受托经办人姓名/电话： 电子邮箱：

融资情况
最近 12 个月融资金额

万元

融资需求 万元（需提供商业

计划书）

推荐机构： 推荐机构联系人/电话：

创意项目名称（创新创业大赛入围决赛的创意项目）：

申请人姓名（大学生）：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学历：

本单位意见

本单位承若上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本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同时保证电子

版与纸质版内容一致。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 章）

年 月 日



— 12 ——

附件 2

江西“青年创业板”推荐名额分配表

单位名称 名 额 单位名称 名 额

南昌 15 赣州 15

九江 10 宜春 10

景德镇 5 上饶 10

萍乡 5 吉安 10

新余 5 抚州 10

鹰潭 5
各驻外省级

团工委
20

合计 120

共青团江西省委办公室 2016 年 11 月 2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