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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在疫情带来的新常态下，2021依然是变数不断、令人应接不暇的一年。在这一年里，疫情反复，水灾肆虐，火山爆
发，似乎是自然在用它的方式告诉我们地球的极限；而耳边越来越多的“可持续发展”、“ESG”、“碳中和”的
声音，又让我们感受到人类社会觉醒与行动的力量。千百万年以来，人类不断地在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
我的关系的过程中发展前行。而2020年以来的世界变局，让置身于这样一个宏大的生态和社会系统的我们，更加深
刻地体会到发展的复杂与不确定。我想，对于时常比喻自己为可持续创新生态催化剂的 Impact Hub Shanghai 团
队而言，这种对于复杂和不确定的体会尤为敏感和锐利，这样的2021也显得更加有记忆点。

这一年中常有人对我说，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新的风口。然而，这一年我们做的最多的却是放缓步伐，内省反思。
当眼见更多激动人心的机会冲着行业熙攘而来，我们反而在不断地问自己，我们真正想创造的影响力是什么？在探
索中，我们越来越清晰，这个机构的使命是赋能可持续商业创新，作为创新生态的驱动者，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
了更好地支持创新解决方案的生成、落地和规模化。

Message from Co-founder



寄语
通过 Makeable 可持续创新创业平台，我们为拥有创新解决方案的创业者提供专业支持和资源对接。在过去的一年
里，通过行业利益相关方分享、私董会和路演日等活动，我们支持了超过3000名创业者，影响了近2000万公众。

通过产业创新服务，我们打通了这些创新解决方案与产业方合作的通道。2021年，我们与54家产业伙伴合作，帮
助220家创业公司与其建立联系。截至目前，已经有13个共同试点方案正在推进。

通过系统创新实验室，我们尝试整合不同解决方案，用创新的方式撬动系统变革。在2021年，R.I.S.E.可持续时尚
实验室通过可持续设计大赛、可持续时尚消费者调研和可持续时尚消费决策平台，从设计端和消费端出发，撬动时
尚行业的变革。减塑创新实验室也完成了从社区捡拾、公众参与运输到后端公益营销的第一个试点闭环。

在2021年，我们也体会到了专注和深度的力量。围绕可持续消费、零碳转型、循环经济和包容性创新等议题，机构
建立了行业研究团队，在 Makeable 的自媒体平台发布117篇原创的行业洞察与趋势分析。通过行动研究的方式，
我们与合作伙伴一同总结了产业创新项目中的 Know How，为“开放式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大小企业合作
提供了指南。

Message from Co-founder



寄语
回顾2021年，我们也看到了身边伙伴更多众擎易举的行动和改变。越来越多的产业方和投资者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
合作伙伴中有国际领先的可持续发展先行者，也有国内绿色发展和零碳转型的引领者。我们欣喜地发现，越来越多
的企业在推动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希望与创新企业形成多元的互动。

作为这个历程中的催化者，我们也将在2022年围绕“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开展更多的观察和研究，
联动行业伙伴围绕可持续消费和气候变化构建议题平台，以点带面，推动行业创新转型。同时，以产业创新为出发
点，我们也将与更多的伙伴一同探索如何通过影响力投资和绿色金融工具，更好地将投资者的角色嵌入到产业创新
的生态中，支持创新解决方案的规模化推广。

2022年是 Impact Hub Shanghai 落地的第5个年头，在过去的4年里，我们始终忠于自己的理想，也敢于直面眼
前的现实。作为一群现实主义的行动者，我们接受在推动转型过程中的各种挑战、机会和可能性，或好或坏；也坚
定地相信这个世界终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越变越好，或早或晚。带着这份清醒与坚定，我们期待与更多的伙伴在
2022年携手前行，虎虎生威，共同努力让世界拥有可持续的、充满希望的崭新一年！

Message from Co-founder



2021
大事记

2021.1.29
联合百威中国创新中心发布价值

链的六大挑战，寻找创新解决方

案，探索供应链的可持续发展

2021.3.17
在汇丰中国的支持下，与嘉吉中国、

阿普塔集团、达能中国饮料、星期零

等产业伙伴共同启动首期“低碳共创

营”，聚焦食品饮料行业的低碳未来

2021.4.12
首届“RISE UP 可持续时尚设计

挑战大赛”开启招募，旨在启发

设计师创新出兼具商业和环境价

值的产品和商业模式，以应对时

尚产业对于全球气候的影响

2021.4.19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全球20余个

Impact Hub 共同主办的“Accelerate 

2030 全球加速计划”正式启动，聚焦

循环经济创新2021.6.1
与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

究院下设的绿色科技研究与投资

促进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正式

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在绿

色金融、绿色科技、气候融资等

领域进行不同形式合作的探索

2021.6.4
与 Impact Hub 亚太和美国银行共同推

出 Accelerate Membership 计划，为

早期影响力创变者提供定制化加速服务 Milestones



2021
大事记

2021.6.16
连续第三年成为“SCIP+”绿色

化学化工创新创业大赛的协办单

位，以“碳中和”为主题寻找科

技创新解决方案，促进绿色化学

化工发展

2021.6.17
正式上线可持续时尚消费决策引导

平台 RERISE，引导消费者意识到消

费决策对于商业发展、环境和社会

影响的重要意义

2021.7.2
“SDGs X 零碳未来”创新私董

会开启招募，希望帮助零碳经济

领域的创新创业者在“双碳”战

略下快速提升应对变化和创新领

导的能力

2021.8.1
与阿拉善环境产业联合会签订合作

备忘录，正式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以期为推动生态绿色发展和产

业可持续发展携手努力

2021.8.16
发布自主研究《快消品塑料包装

可持续发展研究报告》，梳理全

球值得关注的创新解决方案

2021.9.15
与全球网络共同为宜家集团寻找食

品、包装领域的创新性和颠覆性解

决方案 Milestones



2021
大事记

2021.9.17
“减塑创新实验室”正式落地，

官宣行动计划，赋能生态脆弱地

区摆脱“塑”缚

2021.10.28
连续第三年作为创新伙伴，推动第

四届 CSRtech 社会责任科技创新峰

会成功举办
2021.11.8

历时6个月完成的《中国可持续时

尚消费人群行为图谱》调研报告在

英国格拉斯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COP26）发布，为未来推

动产业与消费者的链接打下基础

2021.11.16
在全球创业周中国站上主办“双

碳目标下的创投机遇与挑战”主

题论坛

2021.12.2
正式成为可持续棕榈油圆桌倡议

组织（RSPO）的中国可持续发

展赋能伙伴，共同深入推动棕榈

油行业的可持续转型

2021.12.16
正式加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绿色

低碳发展行动共同体，助力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Milestones



凭借全球创新生态的优质资源和丰富的行业经验，为影响力创业者
提供赋能支持、资源对接和社群连接

创业支持 Start-up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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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会员服务

以会员动态、创业故事、项目报道等
方式为创业项目和创业者提供优质曝
光机会

行业信息服务
提供全球可持续领域的最新技术趋势、
投融资讯息、产业发展路径、重大政
策解读等信息与洞察

创业能力提升
为创业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孵化加速培
训、领导力课程、创业实务辅导以及

SDGs 创新私董会等各类支持

媒体曝光服务 投融资对接服务
提供投融资需求发布及对接、创投数

据库查询等服务



第一期

第二期

SDGs 创新私董会是一项专门为可持续发展领域中的创

业企业领导者提供连接和赋能的孵化服务，旨在通过

“私董会”这一创新形式，帮助创业者快速形成清晰

的新认知体系，提升企业领导者应对变化的能力和创

新领导能力，在“碳中和”时代下迅速成长。

我们的使命是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可持续发展私董会。

我们的价值观是持续挑战、陪伴成长、合作共赢。

- 于2021年9月正式开营，共招募
到了10家拥有低碳解决方案的创
业企业，范围涉及建筑科技、数
据科学、碳捕获、酒店智能环保、
纺织品回收、个人洗护、智慧农
业等

会员服务案例：SDGs创新私董会

- 带领7家学员机构参与了全球创
业周“双碳目标下的创投机遇与
挑战”主题论坛。学员们以低碳
创业者的身份展开圆桌对话，以
行业一线实践者的视角分享和探
讨在“双碳”目标下创业的挑战
与反思



深度孵化服务

定制孵化业务
商业模式梳理

商业计划书打磨
品牌建设

客户深度对接

可持续发展咨询
影响力评估

碳计算

融资对接
融资策略制定

投资机构对接

根据创业企业的行业、发展阶段、目标客户的不同制定相关方案



深度客户对接

融资策略

品牌打造

Vegatex 是一家植物基皮革科技公司，经

过多年的研发，技术已较成熟。他们希望

通过深度孵化服务，帮助其梳理商业模式

及对接客户和投资机构，迅速完成规模化。

制定融资策略，对接匹配投资机构

- 与某国际知名饮品品牌进行联

合研发，使用其生产过程中的

副产品作为原材料，并联名推

出该副产品制成的皮革产品

- 与某国际知名车企进行联合研

发，使用专利植物皮革作为其

汽车内饰产品通过工作坊等共创方式对客户群体、价值

主张、关键业务、品牌形象等进行梳理

深度孵化案例：Vegatex



凭借团队深耕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多年经验、创新项目的资源积累，
以及对产业生态需求和技术趋势的认知，为政府、产业、企业、园
区和投资人等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创新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产业创新 Industr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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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需求识别 创业项目对接

试点落地支持 影响力传播和推广

联合孵化加速
基于产业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现阶段痛

点，梳理创新需求，明确工作路径

依托智能数据服务和可持续创业生态网

络，触达高度匹配的创新解决方案，连

接需求方和创业企业

凭借专家资源、孵化经验和行业洞察，

帮助创业者打磨产品、提升技能，深入

认知产业需求和趋势

以丰富的实践经验支持需求方和创

业企业设计合理可达目标，积极引

导试点过程，提高效率和成功率，

加速完成产业链闭环

基于影响力评估的多重维度，总结描述

产业创新项目的成果和影响力，以可视

化的方式、多渠道传播影响力故事，实

现影响力破圈



2021 产业创新领域

可持续消费与供应链
17%绿色制造与化工

49%

医疗大健康
5%

绿色建筑及运营
10% 互联网与通讯科技

14%

能源与电力
5%



百威中国创新中心 Innovation Hub

项目背景 项目成果

创新需求识别、创新项目对接、试点落地支持

百威中国创新中心 Innovation Hub 由百威中国发起，面向中国市场
与环境，与创新企业一起探索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潜力。2021
年，Innovation Hub 与 Impact Hub Shanghai 进行深度合作，发
布价值链六大挑战，招募创新企业，和百威价值链中的上下游共同推
进试点，打磨有落地机会的解决方案，成功完成试点的创业项目有机
会成为百威的签约供应商。

从6大品类需求中梳理出6大挑战议题：【食品材料升级再利用】
【创新包装材料】【前沿清洁技术解决方案】【智慧工厂解决方案】

【餐厅&营销效率提升解决方案】和【碳中和】。共招募80支创

业团队，41支团队进行了1对1访谈，7支团队进入试点，4家团
队完成试点，亮相最终的成果展示日。

#可持续消费 #清洁能源 #智慧工厂 #新材料



低碳共创营 2021食品饮料产业共创计划创业需求识别、创新项目对接、联合孵化加速、影响力传播和推广

汇丰中国和恩派基金会支持的“低碳共创营”由 Impact Hub
Shanghai 和绿色创业汇联合主办，为期5年，2021年启动的第一
期重点关注食品饮料行业。该项目通过撬动产业方与创业企业间的
连接来加深二者合作的可能性、加速可持续创新解决方案的落地，
帮助产业方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从食品饮料行业价值链中梳理出4大维度议题：【设计和生产】
【加工处理】【包装及分销】【零售及回收】，并有阿普塔集团、
嘉吉中国、达能中国饮料、星期零以及数家国内知名乳业企业作为
产业伙伴加入，发布应用场景需求。最终从报名的全国100多家

绿色中小企业中筛选出了18家进入共创营，开展赋能加速、产业

对接及共创试点。截至2022年初，有6个合作试点在持续推进或
已取得初步成果。项目成果展示会于2021年11月举办并发布《产
业对接手册》。

项目背景 项目成果

#低碳发展 #食品饮料 #绿色包装 #替代材料



2021“SCIP+”绿色化学化工创新创业大赛

项目背景 项目成果
“SCIP+”绿色化学化工创新创业大赛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化工学会、上海化学工业区、华东理工大学主办，寻找绿色化学
化工方向的创新项目，提升化学化工行业的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化学
化工行业碳排放。Impact Hub Shanghai 连续三年作为大赛协办方
深度参与。

2021年大赛主题为“碳中和”，共收到195支团队的有效报名，

较去年创业实践组团队增加55支（同比增长37%），其中17支团

队来自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荷兰、巴西、印度和越南等8个
国家。团队中不仅有成长中的123个创新企业，还有来自复旦大学、
厦门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药科大

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和石河子大学等高校的69支初创团队。后续，
大赛将为6支获奖团队提供为期一周的培训、孵化与投资对接。

#低碳发展 #新材料
创新项目对接、联合孵化加速、影响力传播和推广



ACCELERATE 2030 全球加速计划

项目背景 项目成果

创业需求识别、创新项目对接、联合孵化加速

2021年首次登陆中国的 Accelerate 2030 全球加速计划由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UNDP）支持 Impact Hub Geneva 发起，携手全球
20多个 Hubs 共同主办，在全球发展中国家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其使命是跨市场拓展创业企业的影响力，以实现社会
和环境的正向变革。作为中国主办方，Impact Hub Shanghai 在
全国范围内招募符合循环经济理念、处于成长期的创新创业项目，
通过加速辅导、产业和投资对接等，帮助创业项目快速走向规模化。

该计划分为2大赛道：【循环经济】和【乡村医疗】，共招募了

44支创业团队，13支团队进入国内规模化准备营，4支团队被

Impact Hub Shanghai 推荐到全球赛道，2支团队最终从全球20
多个国家和地区、1400多支报名团队中突围、晋级全球15强进
入到日内瓦全球规模化加速营，和全球影响力创变者同台竞技，并

获得为期6个月的加速赋能支持。

#循环经济 #乡村医疗 #全球加速



第四届 CSRtech 社会责任科技创新峰会创新项目对接、联合孵化加速、影响力传播和推广

第四届 CSRtech 社会责任科技创新峰会由法国电信 Orange、圣
戈班、OPPO 和德国电信 Deutsche Telekom 共同主办、Impact
Hub Shanghai 协办。通过主题演讲、圆桌论坛、团队路演等形
式，邀请大咖专家解读“双碳”变革及气候变化大背景，相关企业
分享绿色转型的实践及探索，并通过创新企业路演及嘉宾点评的形
式，促进科技创新企业与社会责任产业需求充分对接，共同推广企
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和最佳实践。

报名团队在参加了线下工作坊（包含企业参观、专家分享等）和线
上培训课程后，最终，13家优秀创新企业亮相现场，围绕【保护
地球】【推动可持续商业】【高质量的生活与工作】三大方向，展
示了他们的创新产品、服务和技术。

项目背景 项目成果

#低碳发展 #循环经济 #可持续消费 #数字平等



“迈向2060，'催化’化工行业的碳中和未来”论坛

项目背景 项目成果

创新项目对接、影响力传播和推广

为扩大行业影响力，英美资源集团邀请 Impact Hub Shanghai 组织

协办“迈向2060，‘催化’化工行业的碳中和未来”论坛。论坛深度挖

掘、研究和探讨了产业链中企业如何能在实现自身产业创新和节能减

排的基础上，进一步互动上下游、最终“催化”带动整条产业链迈向

“碳中和”的绿色转型之路。

本次论坛邀请了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中国化学会、上海市化工

园区和高校的领导、专家，以及零碳专家、影响力投资人和企业实

践领袖等共15位发言嘉宾，以主旨演讲和圆桌等形式，从行业的

不同视角和不同维度出发，分享各自的思考与经验。论坛吸引了超

过200位行业上下游伙伴报名，传播触达人次超过100万，并获

得多家门户媒体和行业媒体的报道。

#低碳发展 #绿色化学化工



百威交大校园创客马拉松创新项目对接、联合孵化加速、影响力传播和推广

校园创客马拉松由百威中国创新中心 Innovation Hub 联合上海交
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共同发起，旨在为关注可持续发
展的青年创变者提供将专业知识、可持续创新想法落地的机会，培
养未来的可持续领袖，推动可持续的长久发展。 Impact Hub
Shanghai 作为赋能伙伴深度参与其中。

共招募23支学生团队，其中8支团队参与了为期两天的线下工作
坊和最终的路演评审，展示了他们在【能源转型、碳中和】【循环
经济、新材料】【可持续发展创意设计】三个方向提出的创新解决
方案。“仓储除湿新方案”、“二氧化碳直接空气碳捕集(DAC)整
体系统设计”、“零碳工厂方案”分别斩获前三名。

项目背景 项目成果

#碳中和 #清洁能源 #循环经济 #新材料



Impact Hub 亚太 x 美国银行加速计划 Accelerate Membership

项目背景 项目成果

创新项目对接、联合孵化加速

Impact Hub 亚太第三次携手美国银行，推出全新的加速计划
Accelerate Membership。该计划旨在为处于创业早期的影响力创变
者提供定制化的支持，通过 Impact Hub 全球网络资源、多维度主题
的知识中心、世界级的专家导师支持以及特色数字化服务平台，帮助
早期影响力创变者提升能力、拓展资源、增强韧性，使他们面对当今
“黑天鹅”事件频发的全球形势仍能够实现稳健的规模化增长。

经历了为期1个月的招募，亚太地区10个 Hub 共招募并筛选出了

100个有数字化转型及跨境出海业务的初创企业，其中通过

Impact Hub Shanghai 选拔入选了11家国内初创企业。在经过
亚太线上培训、本地线下培训以及来自美国银行和 Shopify 的导
师专业赋能后，所有初创企业进行了最终路演。项目从多维度、多
方面、多领域为有需要的初创企业提供支持和赋能，并促进了亚太
地区影响力创业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数字化 #跨境出海



宝马初创车库中国 创新材料对接

项目背景 项目成果

创新需求识别、创新项目对接、试点落地支持

宝马初创车库中国响应其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与 Impact Hub
Shanghai 共同寻找创新变革的可能，招募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
材料，特别是生物基新材料的创新团队，希望共同探索将这些材料应
用于汽车内饰的可能性。

Impact Hub Shanghai 梳理了对汽车内饰的需求，根据材料技术
参数、专利等要求，推荐11家新材料公司。最终与6支团队进行1
对1深度沟通，将4支团队的样品寄至德国总部。其中，创新企业
Vegatex 使用研发的植物基皮革制作了汽车座椅原型，作为优秀
案例与宝马初创车库中国一同参与了2021年进博会，并进行后续
的合作研发。

#可持续消费 #新材料 #生物基



上海国际化工新材料创新中心 Innogreen创业需求识别、影响力传播和推广

上海国际化工新材料创新中心 Innogreen 位于上海化学工业区，
围绕化工新材料重点领域、关键产品和核心技术的研发实验、成果
转化及应用创新，提供全过程的运营管理、专业化的配套服务和开
放式的创新环境，打造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的创新生态系统。2021
年，Innogreen 邀请 Impact Hub Shanghai 助力其打造交流创
新思想、激发创新灵感、凝聚创新力量的平台，建设具有影响力的
化工新材料创新策源地。

从空间运营及社群打造两大维度出发，通过实地调研、利益相关方
访谈、共创工作坊等多种形式，为其梳理出适用于不同阶段的创新
运营方案。明确空间运营的功能定位，结合可持续发展理念，制定
出一套具备高度实操性的规范守则及运营手册；同时，围绕其作为
化工区综合平台的角色，从各利益相关方诉求出发制定了社群运营
指南和初步框架，构建出多类型社群，丰富整个园区生态网络交流。

项目背景 项目成果

#创新园区 #绿色发展



“2021年，我们的产业创新板块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激动人心的突破与尝试。在这

一年中，Impact Hub Shanghai 基于54家产业伙伴的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需求，对接

了220个创业企业，目前已有13个合作试点项目正在推进。

我们全程参与了百威 Innovation Hub 的项目试点，以深度陪伴的方式赋能大小企业

的协作；也在第一期“低碳共创营”中与数家知名食品饮料产业伙伴合作，让创业企

业在真实的应用场景中解决挑战。与此同时，我们也依托全球网络资源，作为中国主

办方参加了 Accelerate 2030 和 Accelerate Membership 两个项目，助力中国创业

企业的“出海”和规模化。

期待2022年与更多伙伴携手，撬动更全面、更深入的产业可持续创新与变革。”



系统创新实验室 Systemic Innovation Lab

03
针对特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议题，经过系统分析，确定核心问题与
挑战，通过联动产业上下游各利益相关方，合作共创，孵化落地系
统创新解决方案



核心议题分析
系统生态调研
系统方案设计
创新项目试点
商业模式拓展

—系统创新方法论



R.I.S.E.可持续时尚实验室

工作路径

可持续消费
决策引导

洞察
消费人群调研
行业创新工作坊

连接
RISE UP 设计大赛
行业峰会/论坛

倡导
消费者教育活动

产业端 消费端

品牌端

目标：促进价值链的良性互动加速可持续时尚变革为了推动时尚行业的可持续变革，Impact Hub 

Shanghai 发起了 R.I.S.E.可持续时尚实验室，旨

在与来自品牌方、生产者、零售生态等方面的创新

行动者和推动者合作共创，通过“洞察”、“连接”

和“倡导”，帮助产业方更好地推动自身可持续发

展；同时，借助 RERISE 可持续时尚消费决策引导

平台促进品牌方与消费者更加良性的互动，让时尚

行业变得更加理性 (Rational)、包容 (Inclusive)、

智能 (Smart) 和生态友好 (Eco-friendly)。



洞察 -《中国可持续时尚消费人群行为图谱》

报告影响力

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R.I.S.E.可持续时尚实验室主理

人杜怡佳在中国企业馆正式发布了2021年度《中国可持续时尚

消费人群行为图谱》调研报告。截止2021年12月，已被 Vogue 

Business、澎湃新闻旗下的 Sixth Tone、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一条等国内外媒体引用。

2446 份回收样本量

50 家合作伙伴机构转发

14000+ 累计报告相关

阅读量（截止2021年12月）

6 个月分析研究、撰写



连接 - RISE UP 可持续时尚设计挑战赛

项目历程 项目成果
2021年10月10日，RISE UP 可持续时尚设计挑战赛优秀设计师
携可持续系列作品登上 SS2022 上海时装周 Labelhood 秀场。

2022年1月10日，优秀设计师品牌入驻上海北外滩来福士商场
的零售品牌孵化空间 Bridge+ Spark 开展为期3个月的快闪店。

67位中国设计师报名参赛

800+位观众到场观秀（50%来自时尚/可持续/投资领域）

100万+粉丝数时尚博主出席并发文

30,000+微信推文累计阅读量

20家知名时尚媒体报道大赛

37套可持续时尚成衣作品 15双升级改造鞋履作品



倡导 – RERISE 可持续时尚消费决策引导平台&教育活动

平台介绍

3个主要功能（可持续时尚产品检索/产品可持续表现排行榜/可持续时尚百科）

1.0 版本，上线6个月左右

20位专家打分建议，设立可持续产品评价维度权重

46个品牌（其中73%为国际品牌；27%为国内品牌）

585件可持续时尚产品

41453次累计访问数 20场公众教育活动覆盖设计、材料、消费等多维度话题 2900+累计参与人数



减塑创新实验室
为了减少塑料废弃物的产生、提升其回收效率和循环利用价
值，Impact Hub Shanghai 发起了减塑创新实验室，旨在
通过价值链共创，为塑料污染问题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我们的目标
聚焦于解决生态脆弱偏远地区塑料垃圾污染及回收基础设施

缺失问题，助力可持续景区打造。

生态脆弱偏远地区

景区



通过创新解决方案将塑料垃圾
转化为有价值且有意义的产品

- 我们的使命

“
”



减塑创新实验室

我们将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出发点，专注前端回收环

节，通过开发更多试点搭建回收体系，助力解决地

区塑料垃圾污染问题及可持续景区的打造，以此为

基础搭建平台，链接企业与试点地区，提供以可持

续理念为基础的整合解决方案。

我们的蓝图

关注议题

环境保护 社区建设 循环经济

理塘县

大鹏半岛



4000+公斤
废弃塑料瓶被捡拾并分类

600+公里
以然日卡村为中心的捡拾辐射范围

530+人
直接受益（雇佣）及间接受益（环境净化）人数

我们的行动仍持续影响当地回收
体系、提高民众意识及改变他们
的观念中….

2021年，我们与理塘县住建局合作在理塘县城
及然日卡村建立 PET 瓶回收体系，开展环保倡
导、常规 PET 瓶回收工作和公众捡拾运输活动。
*数据提取日期：2021年10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我们的影响力



可持续影响力 Impact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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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可持续创新创业社群、可持续主题活动以及
影响力传播都是 Impact Hub Shanghai 团队的资源优
势板块，也始终贯穿、支持我们每年开展的各类项目和
行动。2021年，我们充分发挥团队优势，通过活动、传
播、研究等工作分别从横向和纵向延展可持续影响力，
携手相关方伙伴共同致力于可持续创新生态的建设。

放大优势，为构建可持续创新生态蓄力



纵向深耕行业影响力

全年共策划、组织行业活动12场，行业及议题涵盖：化学化工、新材料、建筑运营、金

融与绿色科技、循环经济，与超过100位产业伙伴就不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及产业创新

的问题进行深度交流和探讨，针对行业可持续发展及创新的痛点、难点进行共创，也为

持续的行业转型和变革贡献力量。



纵向深耕行业影响力
围绕零碳转型、可持续消费、循环经济、包容性创新和影响力投
资等可持续发展议题，2021年，在公众号“Makeable 可持续创
新创业”上发表原创文章100+篇，分享团队观察到的全球与中国
的行业洞察、技术趋势和创新案例，致力于打造可持续发展领域
内一流的媒体平台。同时，在双创的议题下，针对影响力创业者
的需求，开设“投资快讯”、“会员动态”、“创变由她”等常
设栏目，让更多优秀的创业企业和创业者被看到。



纵向深耕行业影响力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创新和创业支持，也为了帮助机构始终站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认知和行动前沿，
我们在研究板块投入了更多精力，并以研究报告、知识产品等形式进行传播。

8月，发布《快消品塑料包装行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探索快消品塑料包装的现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
挑战及根据3R原则（Reduce 减少使用、Reuse 重复使用、Recycle 循环使用）提出的创新解决方案。

11月，作为2021“低碳共创营”项目研究成果之一，Impact Hub Shanghai 与联合主办方绿色创业汇
共同发布《产业对接手册》。手册分享了产业伙伴和创业者在产业对接共创时的核心环节、重点要素和

主办方的经验分享，为未来产业共创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横向辐射可持续影响力

除了深度根植于行业的活动，我们也长期致力于可持续内容及影响力的“破圈”。在世界地球日、
海洋日、全国低碳日等时间点策划、组织议题类活动30余场，与超过200位来自行业生态中不同
相关方的代表、伙伴在活动上交流、互动，累计吸引线上、线下观众超过30000人。并首次尝试
街头采访、直播连线等方式，用活泼开放的基调、轻松多元的方式让更多人接触并了解可持续发
展，努力创造更多机会让人们参与其中。



横向辐射可持续影响力

除公众号之外，我们进一步拓展了短视频、
直播、微博、领英、小红书等传播渠道，初
步形成数字化传播矩阵。

2021年，我们的自媒体平台触达、浏览人数
超过1,000,000人次、合作伙伴转发、媒体
曝光浏览超过20,000,000人次。

传播矩阵

Impact Hub 
Shanghai

丰富创新
Makeable
专业深度

R.I.S.E.
议题聚焦

推文378 篇

直播16次
原创视频20篇

快讯50篇

推文117 篇

直播17 篇

收录585件产品

推文68篇

文章24篇

文章29篇



数字化服务平台 Innovative Digit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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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Impact Hub Shanghai 正式上线可持续创新创业数字化

服务平台 Makeable，致力于为可持续领域创业者、产业方和投资人提

供数字化管理服务，以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的方式促成创新方案的

对接，撬动可持续创新创业生态的变革。

Makeable 可持续创新创业数字化服务平台

2021年，Makeable 获得了大量数据的积累和沉淀，数据库

增长了 861支创业团队 同比增幅 52.4%



Makeable 可持续创新创业数字化服务平台

经过升级优化（ www.makeable.cn ），目前我们

可以

• 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创业者提供：全球可持续赛

事/挑战一键申请、最新行业资讯动态、创业项
目推广等服务

• 为有创新需求的产业及企业提供：最新行业在线
需求发布、定制招募、数据实时跟踪、在线筛选
评估等数字化管理服务

• 为投资人提供：创业项目智能匹配、影响力投资
库建设及分享等管理服务



可持续空间 Sustainabl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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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Lab X

在2060“碳中和”大背景之下，许多商业空间开始重新思考其定位，并将可持续纳入发展模式；在
此背景下，空间该如何汇集多方力量，激发更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2021年，Impact Hub
Shanghai 与凯德集团旗下灵活办公空间和互动社群平台奕桥Bridge+展开合作，共同设立
Sustainability Lab，携手打造可持续空间生态，注入新视角，增强社区多样化。

基于此合作，未来我们将持续探索 Sustainability Lab 模式，期待与更多商业空间合作，以根植于
可持续理念的多元方式与租户互动，活化空间，赋能生态伙伴。



Our partners
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