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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的世界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现在再提起 VUCA （Volatility 易变、Uncertainty 不确定、

Complexity 复杂、Ambiguity 模糊）时代，大家都会更加感同身受。在已经过去的这不平凡的一年，

很多人和组织跟着 COVID-19 迅速滑到了U型的底部，而当我们穿越那个底部之后，发现在低谷中所经

历的一切，为我们打开的可能是一扇完全不同的大门。

Impact Hub Shanghai 在2020年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不得不暂停或者改变

很多活动和项目计划。不过工作停摆的同时，也给了我们团队一个非常难得的放缓机会，去思考很多在

忙碌中无法思考或者不想思考的事情。而这种停在底部思考的体验，让我们提升了在行动时保持觉察的

能力，学会了在反思中前行。

这催生了更加有意识的行动。在短暂的停摆之后，我们开始尝试转型线上社群活动和创业培训。这为我

们的工作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也将我们的影响力从上海周边扩大到了全国甚至海外。

除了活动之外，我们也逐步将与产业合作的创新孵化服务变得标准化，将流程转为线上，开发了基于赛

事场景和资源对接需求的可持续发展创新创业平台 Makeable。经过这一年的积累，线上化的尝试为我

们带来了5万多名参与者，1400多名注册用户，也带来了近百万的传播量。

同时，通过对我们过去几年在创业支持、产业连接和融资对接的经验梳理，我们也启动了自主品牌的加

速器：SDGs 影响力加速计划，用天使投资+产业资源+陪伴式孵化的方式为可持续消费领域的创业者提

供了深度的支持。



不一样的2020年，带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体验，也让我们对于未来有了更加清晰的图景。虽然疫情何时结束还不清晰，但关

于绿色复苏的趋势却已经成为共识。作为全球最大的影响力创业者网络的成员，Impact Hub Shanghai 将致力为中国影响力

经济的生态系统提供更加多元的创新服务。

2021年，我们将围绕可持续消费、循环经济、气候变化和科技为善等议题，与生态伙伴们一同通过线上线下的社群活动和媒

体传播进行合作，推广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创新理念。

我们也将集合过去三年里探索打造产业创新生态的经验，为来自政府、园区和企业的伙伴提供可持续发展相关产业创新服务，

帮助他们打造各自所关注的可持续议题的创新生态，找到有潜力与他们共创解决方案的创业者，共同探索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之道。

同时，我们也将基于 Makeable 平台，打造更加深入的创业支持服务。通过线上培训、私董会和融资对接会等方式，帮助入

驻平台的创新企业快速成长；以及基于创业平台和产业创新项目积累的数据和资讯，为生态中的相关方提供行业信息和研究

服务。

我们坚信创新之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也相信随着全球疫情逐渐趋缓，绿色复苏的浪潮将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强大

的助推力，深度变革的需求将形成前所未有的创新张力，也为这个领域的创新行动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新的一年，让我

们一同期待，创新之力，尽情犇涌。

费晓静携 Impact Hub Shanghai 团队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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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23 

重磅上线“Makeable可持续创新创业服务

平台”，赋能服务可持续创新创业者

2020.4.1

集结多年来在可持续与时尚领域积累，发起

“R.I.S.E.可持续时尚实验室”，推动时尚

行业更加理性、包容、智能和生态友好

2020.6.17 

作为“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影响力赋能

伙伴开启2021年度女性创业家招募

2020.2.12 

联合 Impact Hub 亚太及美国银行携手推出

Generation Impact Fellowship 赋能青年

创业者

2020.3.31 

发起“SDGs 影响力加速计划”第一期，

深度陪伴创业者、连接相关方

2020.6.10 

作为“益创天使计划”上海站合作伙伴开启

全国范围内的首站招募

2020.6.21

连续两年作为“SCIP+”绿色化学化工创新

创业大赛的协办单位，助力化学化工行业

自主创新能力、环境友好水平的提升



2020.10.9 

在上海时装周行业聚谈上重磅发布《2020

年后疫情时代，聚焦中国可持续时尚消费

人群》调研报告

2020.10.31 

SDGs Impact Summit 可持续创新影响力

峰会顺利举办

2020.12.3 

连续两年作为 CSRtech 创新展的创新

伙伴，推动“第三届社会责任科技

创新展”成功举办

2020.10.28 

支持“留 CHUANG 上海”全球留学人员创新

创业比赛首次开启的新材料/新能源赛道，向

全球可持续发展创业华人发出号召

2020.11.18

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上举办“2020中国

创投责任投资峰会暨《全球影响力投资

现状及可持续消费行业图谱》发布会”

2020.12.23 

作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教育项目中国地区战略合作

及赋能伙伴启动中国企业领导力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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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 投资



Impact Hub Shanghai 在过去的一年中，

持续与多个来自产业的知名企业共创，以

寻找可持续发展商业解决方案。在整个过

程中我们不断迭代，最终形成了一套完备

的产业创新服务体系。得益于之前几年的

积累，面对突发的疫情挑战，我们快速实

现线上转型，并建立了标准化的核心孵化

课程以及专业导师库，充分赋能创业者。

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努力尝试与更多跨界

的创新伙伴合作，进行更深入的议题研究

和解决方案的探讨。

• 可持续消费

• 循环经济&新材料

• 科技为善

• 创新生态合作



减塑创变行动（第一届）

“减塑创变行动”（第一届）旨在寻找并孵化塑料相关领域的创

新初创企业，全方位鼓励与支持企业从塑料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

节创新，探索解决塑料污染的最优解决方案，并有机会将这些创

新解决方案推广至城市与企业合作伙伴。

入围团队获得由 Impact Hub Shanghai 发起的 SDGs 影响力加速计

划所提供的商业指导及投资对接机会。

可持续消费

联合发起

入围的5家企业分布在塑料全生命周期的

各个环节，从牛奶蛋白提取的新材料 、

河面垃圾回收和数据整合的机器人、垃

圾自动分拣的专业设备、回收塑料溯源

的平台系统，到符合循环经济概念的一

次性塑料产品替代方案。

入围企业

全生命周期解决方案01减塑创变行动（第一届）



决赛“争金”

2020 SCIP+绿色化学化工创新创业大赛

6月 10月 11月上旬

项目启动 海选 复赛

11月下旬 12月 1月

半决赛 决赛 加速孵化

经过精彩激烈的“争金”角逐，同芯智造团队凭“半导体封装用

PBO 光刻胶的国产化开发及绿色产业化”作品折桂创业创新组，

北京蓝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团队凭“生物降解塑料 PHA——塑

料危机的可循环解决方案”作品问鼎创业实践组。

• 旨在深入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总体目标，结合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要求，在绿色化学化工领域促进“产、学、研、

用、资”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化工行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和自主创新

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提升中国化工行业国际竞争力。

• 大赛贯彻落实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理念，鼓励在校学生、初创

企业及团队在新材料、新能源、环境保护、智能制造、过程控制等健

康安全领域开展创新创业实践；鼓励初创企业和专业团队对接行业与

市场，促进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和资本链的联

动。

循环经济&新材料

绿色改变世界、化工智创未来02“SCIP+”绿色化学化工创新创业大赛



9 个地区 140名社群成员出席

7 个团队入围半决赛

10+次 多维度线上培训：创业、

创新、可持续影响力、财务、法务到

营销等

冠军团队舞指科技推出了一款可以把语音与文字、手语动图进行自由

转换的智能手环，实现聋人的平等无障碍交流。通过孵化期间的资源

对接，该团队获得了许多衍生机会，目前已获得苏州科技领军人才项

目的落地支持，并实现订单营收。

赋能无国界、青年创业

Impact Hub Asia Pacific
Community Day 

Generation Impact Fellowship 上海站

非常感谢 Impact Hub Shanghai 这半年来的支持，把关于运作一家社

会企业，所需要的的产品、运营模式、资金使用、团队和品牌建设

等全方面知识，通过专家的帮助做了全面的梳理，也对接了很多有

用的资源，获得了非常直接的帮助。

——舞指科技创始人曾振

Generation Impact Fellowship 是一个为青年创新者设计的孵化支持项目，由 Impact Hub

亚太和美国银行共同发起，通过资金和赋能支持青年创业者们的创新想法落地，最终实现推动可持续

发展目标。

2月 5月 8月 9月

项目启动 区域半决赛 总决赛7支入围团队
加入孵化营

科技为善

03Generation Impact Fellowship



北上双城连线

3rd CSRtech Innovation Demoday

科技为善

04第三届社会责任科技创新展

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绿色复苏”、“可持

续发展”成为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大企业和机

构，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方，更有

义务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推动商业活动及资本

与 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企业社

会责任） 的结合，使发展与可持续并行。因此，

本次 CSRtech 创新展邀请到国内外龙头企业、投

融资机构、NGO 以及社会创新机构共同探讨后

疫情时代的企业社会责任，寻找可持续发展的

创新方案及新的价值创造模式，用创新和科技

改变现状、守护未来。

在主办方和 Impact Hub Shanghai 的联合宣传与招募下，12家优秀

初创企业亮相 CSRtech 创新展，他们的解决方案包括用数字化管理

平台帮助企业监控碳排放及碳中和、采用卫星遥感图像和人工智能

算法进行生态监测和环境管理、以增强现实 AR 技术关爱协助障碍

群体和特殊职业、回收再生材料制造日用品来倡导可持续消费等等。

后续，主办方将与合作伙伴一同助力12家初创企业的产业对接及应

用落地，共同推动后疫情时代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益创天使计划”上海站

“益创天使计划”由国际公益学院校友发起并捐资设立，旨在以公益创投和影响力投资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发掘、

孵化、扶持一批有潜力的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人才，通过种子培育（公益创投）和天使投资（影响力投资）等方

式，支持社会创新实践，助力社会问题解决。2020年，项目借助国际公益学院和发起方的资源优势，联合深圳、

上海、北京、成都等地伙伴，以发现遴选、赋能提升、资源对接和陪伴成长四个阶段为一个周期，遴选20-30个

有潜力的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人才，完成系统赋能和陪伴成长，通过典范项目的打造，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并探索

可持续的创新资助模式。Impact Hub Shanghai 是今年“益创天使计划”首站——上海站的合作伙伴。

创新生态合作

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人才成长05“益创天使计划”上海站

6月招募启动

招募选拔出来自公益、教育、无障

碍、科技等领域的11支创业团队

7月18日-7月19日线下赋能营会

线下赋能会中脱颖而出的科茂能源

科技、寅青文化、冉新文化、莳创

网络科技成为上海站四强获得者进

入后续阶段的赋能环节。

7月19日晚

Impact Hub Shanghai 邀请了三十多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人一起探讨

影响力投资在国内的实践案例以及

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国内的推广普及

趋势。

“影响力投资
之夜”暨“益
创天使计划”
上海站投资人
酒会



2021年度“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招募

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由卡地亚（Cartier）及欧洲

工商管理学院（INSEAD）于2006年联合创立，旨

在通过赋能女性创业家以推动社会和商业变革。设

立该奖项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和支持女性创业家们，

为她们提供创业所需的资金、社会及人脉资源支持，

推动企业成长，提升她们的领导力。

创新生态合作

可持续她力量的国际影响力06“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招募

同样是由女性创业家创立的 Impact Hub Shanghai 此前已合作支持了2019及2020年度“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

的推广、招募与社群发展。今年，作为2021年度“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的影响力赋能伙伴，于2020年6月开

启女性创业家招募，并在招募期间举办线上研讨会，邀请卡地亚中国战略发展官、“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社

群发展经理、2020年“卡地亚女性创业家奖”入围创业家代表等共同探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中国女性创业

家精神”。

共邀请超过30 家平台机构联合传播

吸引了超过130 位女性创业家加入社群

最终有5 位女性创业家入围东亚区10强

Impact Hub Shanghai 也将持续与“卡地亚女性创业奖”共同推

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女性创业家的成长。

在7月底



“留CHUANG上海”全球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比赛

• 为积极响应上海市海聚英才创新创业峰会，

进一步吸引全球留学创业人员来沪发展，

2020年“留•在上海”系列活动举办了“留

CHUANG 上海”全球留学人员创新创业比赛。

• “留 CHUANG 上海”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主办，以吸引全球留学创业人员来

沪发展。Impact Hub Shanghai 作为本次新能

源/新材料赛道的支持单位，号召全球范围的

可持续创新创业人才。

• Impact Hub Shanghai 通过全球网络影响力，

成功在两周内招募到了来自中国、新加坡、

德国、英国等地的海外留学创业人员。

创新生态合作

园区扶持、返沪创业07留CHUANG上海

• 主办方收获近300 份留学人员创业项目的报名申请，由 Impact Hub 

Shanghai 推荐的新能源/新材料创业项目中共有7 家企业成功脱颖而出，

成为进入复赛的50强。

• 身处海外的参赛人员突破了国界的限制，通过现场连线的方式进行了路演。

• 在全球留学人才项目交流会上，入围的清越科技获得开场演示的机会；

PlasElement 获得投资协议参与了签约仪式。

成果

入围团队

清越科技致力于空气管理和水体管理，

用精致优雅的产品逐步为人们创造原

生态环境。

PlasElement 是一个为塑料的价值回

收赋能的技术平台，致力于用技术和

数据赋能塑料回收，挖掘真正价值。



Impact Hub Shanghai 从2017年

就开始与世界各角落的伙伴们一起

践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至今

已初步打造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可

持续创新行动者社群。而在这注定

载入史册的2020年，我们迅速做出

了改变并加以实践，连接更多行动

者，扩大影响力。

• 社群活动不受限

• 创新平台搭桥梁

• 细分赛道推变革



今年初，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线下活动完全停摆，

为此我们迅速转为线上，为社群成员搭建互动桥梁。

社群活动
不受限



4场

「SDGs 云会面」

带大家从头认识 SDGs：

• SDGs 是什么？真的跟我有关系吗？

• 改变世界，我们能做什么？

• 大家都在关心哪些目标？

• 加油，创变者！

「博见 Meetup+」

汇聚行业内的广博视角与精深见解，关注、剖析可

持续发展领域的不同议题，在与领域内创业者、关

注者的每次“见面”中，带来现状梳理、案例介绍、

趋势分享：

• 让可持续消费为地球发生

• 可持续消费背后的价值链一窥

• 消费行业新材料的风口在哪里

• 消费行业如何摆脱包装“塑”缚？

• 学会了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及循环经济的知识点

再了解一下？

• 新塑料经济背景下的挑战与机遇

• Creativity For Sustainable Fashion

「创业聚光灯 Spotlight」

聚焦创业者所关注的、正经历的、想探索的创业过程中

的实际问题，以期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创业者和未来创

业者提供创业指导和支持：

• 聊聊股权分配遇到的那些坑

• 从股权分配看创业公司合伙人关系及团队关系的构建

• 专家为你划重点，初创公司如何做好财务管理

• 认缴制是创业的加速器还是紧箍咒？

• 初创团队如何讲好品牌故事

年初
基于疫情影响
迅速启动线上系列活动
云端联结全球

5场

7场



2

3

年中

Impact Hub Shanghai 与国内知名母基金管

理机构盛世投资合作，在今年的全球创业

周中国站举办“2020中国创投责任投资

峰会暨《全球影响力投资现状及可持续消

费行业图谱》发布“。

2020全球创业周

到底什么是循环设计？如何基于“循环”的理念去设计自己的商业模式/产品/服务？设计出来的

商业模式/产品/服务又能如何解决现实的环境或社会问题？Impact Hub Shanghai 首度合作来自德

国的创新设计咨询公司 INDEED Innovation 以及用户共创社群“开造”，以线下工作坊+线上大咖

分享的形式，与大家一起尝试现场产出自己的影响力商业模式，并一同围观、探讨国际成功的基

于循环设计的“人道”创新案例。

创新设计与影响力商业工作坊

1
在“世界城市日”这天，聚焦城市发展

过程中的问题，与来自不同行业、不同

地区但共同关注可持续发展及创业创新

的嘉宾和观众共同探讨解决方案的可能

性、共创可持续的创新影响力。

可持续创新影响力峰会 SDGs Impact Summit

4
由 Impact Hub Shanghai 携手深圳国际公

益学院举办的“影响力投资之夜”暨

“益创天使计划”上海站投资人酒会热

闹开启。三十多位来自各地的投资人齐

聚 Impact Hub Shanghai，一起探讨影响

力投资在国内的实践案例以及可持续发

展理念在国内的推广普及趋势。

影响力投资之夜

疫情逐渐平复
重启不同类型的线下活动
持续扩大影响力



•邀请超过 150 位专家、产业方代

表、投资人、学者分享观点

•线上触达超过 5万 受众

•线下超过 2000 名观众现场参与

社群活动影响力



从去年开始，随着业务发展，Impact Hub Shanghai 连接了

越来越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链关系方，经手了越来越多不

同类型的孵化项目，也因此，我们的社群慢慢扩展到了上

海以外的城市。以此为契机，为了能连接更多的创业者，

我们发起了 Makeable 可持续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创新平台
搭桥梁



Makeable
让创新为可持续而生

Makeable 是一个由 Impact Hub

Shanghai 发起的专注于可持续创

新创业服务的平台，致力于为推动

可持续发展的创业者、投资人和相

关产业机构提供资讯洞察、赛事、

孵化、创业服务和投资对接的机会。

线上容器

催化连接成长加速

以微信公众号和网站平台等线上传播形式

分享资讯、洞察、前瞻和创新视角，同时

以项目数据库、创业故事、会员动态等展

示窗口为创业者提供可以被“看见”的地

方。

通过丰富的社群活动与来自全球各地

的资深导师、行动领袖、行业专家等

对话，催化上下游环节、不同关注领

域及不同行业的创业者、投资者及产

业社群的连接。

结合创投系统，为创业者提供深度陪

伴和专业加速孵化支持，为投资者或

产业方提供有效的数据决策支撑，共

创解决方案。



Makeable
让创新为可持续而生

坚持原创垂直领域内深度内容，共发表文章75篇

制作10支《来自影响力先行者的建议》视频

双语分享国内外可持续创新技术趋势

领先开通影响力投资专栏【投资前瞻】

2020年1月
Makeable 平台上线

全球创新创业赛事一键报名

赛事全流程系统服务

可持续领域创业项目投资渠道精准匹配

第三方影响力评估数据支持决策

注册用户1400+

入驻企业600+

服务10+场国内外大赛

2020年3月
Makeable 微信公众号成立，
发布第一篇文章《Makeable：共同照亮少有人走的路》。



“可持续时尚”议题从我们成立伊始便已开始关注，并

通过媒体传播、线上社群和线下活动等形式，汇集关注

议题的行业人士和消费者群体，催化议题生态的形成。

2020年突然到来的疫情，让很多人重新思考自己与地球

的关系，也为可持续时尚产业端和消费端的对接提供了

一个契机。在这个时间点，集合了过去几年的积累，我

们发起了 R.I.S.E. 可持续时尚实验室。

细分赛道
推变革



R.I.S.E.可持续时尚实验室

R.I.S.E.可持续时尚实验室旨在通过与来自品牌方、生产者、零售生态

等方面的创新行动者和推动者合作共创，帮助产业方在更好地推动自

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促进其与消费者更加良性的互动，让更多的人

参与到时尚行业的可持续变革中，推动时尚行业更加理性(Rational)、

包容(Inclusive)、智能(Smart)和生态友好(Eco-friendly)。

我们希望通过“洞察”、“连接”和“倡导”，携手生态伙伴们，推

动时尚产业的变革。

洞
察

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是建立在对问题的充分认知

并与生态伙伴们共同协作的基础之上的。因此，

R.I.S.E.可持续时尚实验室希望建立起“调研发现问

题-共创解决方案-扩大行业影响”的工作路径。

连
接

R.I.S.E.可持续时尚实验室积极通过可持续时尚创新

设计挑战赛、投资对接会、行业峰会等形式，帮助

更多行业伙伴实现资源与合作上的连接，比如行业

伙伴如何达成对可持续的共识、创新的可持续技术

如何破圈实现商业化、如何帮助品牌和设计师找到

兼顾设计和可持续需求的材料等。

倡
导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践行可持续时尚， R.I.S.E.

可持续时尚实验室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增进人们对可

持续时尚的认知。我们也正在联合更多品牌方、行

业伙伴、媒体与基金会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和交流，

为充满想象力的可持续时尚营造更好的生态环境。



R.I.S.E.可持续时尚实验室

可
持
续
时
尚
消
费
人
群
调
研

经历 6个月 的精心准备，收集了 2251位 消费者和 20位 品牌方的样本数

据，结合 15位 资深业内人士的深度访谈和 9位 国内外专家和学者的专业建议，

R.I.S.E. 在 2021SS 上海时装周 MODE TALK 行业聚谈上发布了2020

年度报告。截止2020年12月，已被全球 30+家 媒体及行业公众号转载和引

用，阅读量300万+。

消
费
者
教
育
活
动

R.I.S.E. × FREITAG

R.I.S.E. × Converse



Impact Hub Shanghai 从创立之初就开始关注影响力投资，

并尝试为影响力投资者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

2020年，我们正式启动了第一期 SDGs 影响力加速计划，聚

焦可持续消费领域。这是由Impact Hub Shanghai 与芳晟基

金共同发起的影响力创业跨界支持平台，旨在支持早期影响力

创业者应对创业初期所面临的资金、模式以及团队挑战。



SDGs影响力加速计划

IAP 希望通过连接产业伙伴、投资伙伴，为创业项

目提供天使投资+产业资源+深度陪伴的创新孵化模

式，共同推动可持续的发展。2020年，IAP 第一期

正式启动，重点关注“可持续消费”领域。

联合发起

产业伙伴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面临挑战并希望用创新的方式应对挑战的产业企业

投资伙伴

希望在影响力投资领域探索的机构和个人

Impact Hub Shanghai 联合 Makeable 共同请到各

界专家、学者、导师及教练，通过丰富的课程、

私董会、工作坊等形式来为团队赋能。

项目介绍 团队赋能

SDGs Impact Acceleration Program (IAP)

招募 40+ 支团队

最终 12 个团队 进入加速阶段

合作伙伴



通过回收+升级过剩食品并将其提纯为蛋白

粉，进而制成包装材料和纺织纤维

利用追溯技术来提供一个连接消费者、

回收再生方、品牌的闭环解决方案

研发了科技型月经裤，1件可重复使用2

年，可以减少100-200片卫生巾的使用

通过回收供应链提供标准化回收系统、

逆向物流、货物交易入库等打造快速

而低成本的互联网回收体系

基于食物的颠覆式创新，通过纳米

保鲜技术让食品添加剂成为过去

全球首个标准化生产的水面智能清洁产品

废塑料绿色化学回收方案促进塑料

垃圾的回收

创业项目覆盖可持续消费的各个方面，包含服装服饰、食品

饮料、日化用品等领域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包括新材料替

代、流程创新、绿色包装、可持续零售和再生利用等方向。

“老师经验丰富，内容有价值，非常好的创业者间

互动。”

“专业，氛围很放松、不局促，得到很多对我们项

目有用的信息反馈和资讯。”

“促进了未来与其他团队合作的可能性。”

团队反馈

创业项目

SDGs影响力加速计划
SDGs Impact Acceleration Program (IAP)



团队联合创始人联合创始人 & 创投合伙人
CO-FOUNDER &

INVESTMENT LEAD

联合创始人 & 管理合伙人
CO-FOUNDER & EXECUTIVE

MANAGING DIRECTOR

费晓静
Xiaojing Fei

吕秀娟
Ruby Lyu



我们的团队成员来自五湖四海，拥有咨询、互联网、快消、零

售、广告、科研、NGO、建筑设计、媒体、投资等多元化的

背景。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这一共同使命相聚，为更美好的世

界携手努力。

团队成员



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 Impact Hub Shanghai 成长的所有伙伴，与我们携手同行，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感谢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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