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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大咖授心得
创
“2018中国·瘦西湖创客周·创客精英演讲”专场活动昨日举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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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角兽”企业如何炼成？
5位大咖在扬分享“创业经”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潮兴起、波澜 西湖创客周·创客精英演讲”专场活动
壮阔，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创客 上，5位创客佼佼者与现场观众分享了
精英。昨日上午举行的“2018中国·瘦 他们的“创业经”。

在扬州创业可选这些行业

南立新 （创业邦创始人兼CEO、创业邦天使基金创始合伙人 ）

南立新在业 “扬州人文气息浓厚，深深吸引了
界有“创业教母” 我。”南立新认为，扬州与一线城市有所
之称，她创立的 不同，创业者可以考虑在扬州投资文
创业邦，是中国 创、汽车、电商、网络文学等商业模式，
创业服务领域成 或者选择餐饮、零售等行业突破。
立最早，创投领 “希望扬州能够做好自我定位，定
域最具影响力、 好产业发展方向，尤其从旅游、美食、
最值得创业者信 文化、智能制造等方面，帮助创业者。”
赖的媒体品牌， 南立新表示，扬州也可以选择专业机
同时也是创业服务类型最广的全维度 构开展合作，从而提高创业者的创业
效率。
创业者服务平台。

“独角兽”企业。
提到当年的
创业经历，谢新
宇坦言，现在的
创业环境要比当
年好得多，“以扬
州为例，政府的
支持、投资融资
和创业平台为创

业者提供了更多机会，而扬州的创业环境具 他看来，创业者必须要有三要
—生活节奏可快可慢，丰富 素：心力、体力和脑力。他解释，
有自己的特色——
的人文积淀和优雅宜居的环境让扬州更具吸 “心力”背后的本质是信念，信念
引力。”谢新宇认为，现在对于很多中高端人 不强，在创业的过程中很容易出
才来说，居住、生活和工作环境都是一个非常 现摇摆；
“体力”就是执行力和体
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扬州和杭州有些相像， 力，健康生活才能健康创业；
“脑
扬州在吸引人才方面可以借鉴杭州的经验， 力”是指创业者要善于思考，善
坚持扬州的人文特质和宜居环境的特点。” 于顺势而为，要看到未来而并非
谢新宇也给创客们分享了自己的心得。在 只关注当前热点。

希望政府对小微企业持续扶持
刘澍霖 联想之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副总裁
（

）

刘澍霖是一 城市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时候来扬旅游 对此，刘澍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首
位著名投资人， 时的情景。“而这次通过创客周的活 先，一个项目的大方向是否切合产业
拥有丰富的境内 动，我们感受到了扬州的创新创业环 发展的主题、是否有内部发展增长的
外项目执行和投 境，看到了扬州通过创客周的平台活 动力等大方向是投资者重点关注的；
资 银 行 业 务 经 动，为创客们带来的实用干货。” 其次，一个项目的商业模式如何，也会
验，累积交易金
扬州正在大力发展科技综合体， 有高下之分，创业企业要有自己的“护
额 超 过 2000亿 刘澍霖认为，对于创业者来说，科技综 城河”；此外，投资者对于创业团队的
元人民币。目前 合体让创业者减少了碎片化的时间， 过往资历、CEO的经历和精神特质等，
周洲 （北京有养成长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前央视著名主持人 ）
— 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创新创业；而对于 都会有所关注。
所在的公司——
周洲曾在央
周洲说，创业者必须要主动提升自 联想之星，是联想控股成员企业，目前 投资者来说，科技综合体里创业项目
刘澍霖告诉记者，小微企业成长
视从事主持工作 我，历练面对挑战时的韧性，
“创业是人 管理着5只总额约25亿人民币的天使 集聚，可以更加方便地筛选和投资优 需要5到10年时间，希望政府能够坚持
21年，如今，她已 生最刺激的阶段，大家都说创业特别苦， 投资基金，已投资近200个项目。
质项目。
对这些企业的扶持，不断注入资源注
投资人都青睐哪些创客项目呢？ 入，把“两创”做成有意义的事情。
实现华丽转身，成 但我觉得，不要怕吃苦，创业的苦在回味
刘澍霖说，来扬州之前，对于这座
功创办中国首个 时也许会是一种享受。通过创业实现的
专注于父母教育 自我提升会带来极大的精神愉悦感。”
的内容平台“有
“我现在正在长江商学院上课，每
樊彦忠 （车300联合创始人 、高级副总裁 ）
养”，被誉为亲和 天也坚持阅读创业者文章，向所有创业
樊彦忠和他 业受到关注。今年4月，车300以“汽车 下，创业者一定要坚信自己能做成这
版维多利亚·贝克 者学习。”周洲建议扬州创业者，要善于
汉姆。
借鉴别人的创业经验，不论是失败还是
的团队伙伴所创 交通行业独角兽”的身份获评2018年 个事情。樊彦忠也希望，社会要对创业
立的南京车易淘 第一批南京市关注“独角兽”。
者多一些包容，政府要给创业者多一
“我人生中第一个马拉松就是在扬 成功，都可以指导自己的创业实践，同
州参加的，不过若以创业者身份来说， 时也要争取多与同行交流。
网络信息技术有 “中国有18万种的车在路上跑，车 些资金扶持，让创业者少走弯路。
通讯员 柯季
周洲同时表示，扬州有很好的创业
限公司，建立了 价、车况都不一样。”樊彦忠介绍，虽然
算是第一次来扬州。”周洲在创客精英
记者 邱凌 陈晨 绘图 沈江江
论坛发表了以《内容创业时代的垂直化 生态，希望年轻的创业者抓住机会，向
中国前三的二手 我国二手车市场不断壮大，人们对二
着心中的目标努力前行。
— 手车需求也持续增加，但二手车的价 ■名词解释
车评估平台——
突围》为题的主题演讲。
车300，基于互 格和车况并不透明，因此他们建立了
联网全数据搜索 一个模型，可以让市民很清楚地了解
和分析的二手车价格服务信息，为广 二手车的出行、维修、保养等记录，精
谢新宇 （浙江点我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高级副总裁 ）
大车友提供最为可靠的从车辆估值到 准地掌握车辆的价格和车况。
3年前，谢新宇创立了目前国内最 D轮融资，先后获得李开复领衔的创新 交易以及售后的一系列服务。
“ 独角兽 ” 企业一般指投资界对于
谈及创业经验，樊彦忠表示，首次
大的即时物流平台“点我达”，致力于提 工场、马云旗下的阿里巴巴等知名机构
2017年是中国“独角兽”企业的 创业不要害怕失败，必须要有坚定的 10 亿美元以上估值 ， 并且创办时间相
供城市即时物流配送服务，目前已完成 的战略投资和资源注入，成长为我国的 “爆发”之年，越来越多的“独角兽”企 信念，如果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 对较短的公司的称谓 。

创业者要自我提升历练韧性

首次创业不要害怕失败

扬州引才可借鉴杭州经验

“独角兽”企业

创新基地添助力

“扬州创新中心”昨正式开园
顶尖人才可享最高千万元项目资助
目标：2020年集聚人才4000名、企业350家

昨日，由市财政局、市两创办牵头， 放式联合办公空间，约有38个中小型会
和普通创业园及科技综合体不同的 “我们将会把长期积累的丰富的运
扬州市教育投资集团投资，浙江菜根科 议室以及可容纳500人的高标准会议厅。 是，扬州创新中心将会由国内最专业的 营经验和体系，创新性运用于扬州创新
扬州创新中心配备有多维度、立体 创新产业园运营商之一——
—浙江菜根科 中心，为入驻企业、孵化器及第三方创
技负责运营的“扬州创新中心”正式开
园。该创新中心将秉承创新发展理念， 化、全方位展示扬州“双创”新实力的创 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专业运营。 新服务平台提供全方位服务。”扬州教
浙江菜根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投菜根科技产业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
贯彻落实扬州市委、市政府创新驱动发 新大数据展示中心，集合以共享开放办
展战略，构建以科技产业为主导、金融 公空间、高端品质化独立办公区等设计 成立于2016年，是特色小镇、高新科技 段娟表示。
产业为支持、创新服务为保障的双创服 为特色的高新企业集聚区、智能制造创 产业园、创新创业园的运营服务提供
务平台。现场，55家企业签订意向入驻 新区、信息技术发展区、创新孵化培育 商。菜根公司始终以“中国科技创新服 系列政策招引创业企业
协议。
区、产业金融投资区以及以服务创新创 务的领航者”为目标，以“产城融合的实 顶尖人才可享最高千万元资助
业为宗旨打造的产业配套区与生活配 践者、科创要素的集聚者、创新创业的
扬州创新中心将着力集聚政策、信
大型 服务者、转型升级的推动者”为使命，通
“扬州创新中心”开园 套区（包括第三方创新服务平台、
多媒体室、餐饮超市、咖啡茶 过深度融合政府、企业、人才、资本、服 息、人才、技术、服务等产业要素，助力扬
广陵新城将崛起科创“新地标” 会议室、
座、运动休闲以及娱乐配套空间）。 务等科技创新要素，积极打造高新科技 州两创示范城市发展，成为扬州创新创
业制高点、产业升级服务新标杆。将扬州
扬州创新中心坐落于广陵新城，地
随着各类科创企业、孵化器入驻， 产业和创新创业生态圈。
目前，菜根公司在全国成功运营的 创新中心打造成引领全省、示范全国的
处文昌路和沙湾路交会处，北邻大型商 扬州创新中心将成为扬州城市形象的
业综合体泰达广场，东边是李宁体育 新名片、产业发展的新高地以及科创服 代表项目有杭州的梦想小镇、人工智能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的“扬
小镇、VR产业孵化中心、国际技术转移 州样板”，使之成为推动扬州“新产业、新
园，交通位置极其优越。
务的新窗口。
中心，绍兴的游戏小镇，佛山的创投小镇， 人才、新城市”的重要力量和强力引擎。
扬州创新中心建筑为双塔结构，总
建筑面积约96000平方米，其中A座23 国内一流专业运营机构 青岛的亚马逊创新中心等10余个项目。 “为了大力招引全国各地优秀的创
层，B座16层。中心内共有近200个精装 曾成功运营杭州梦想小镇等项目 产业涉及双创类、科技类、金融类、智能制 新创业企业来扬州创业，集聚一批高端
造类、大健康类、泛娱乐等多种类别。 人才和创新团队，完成项目未来的发展
修可拎包入驻的独立办公空间、14个开

名词解释
“独角兽”企业
“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投
资界对于10亿美元以上估值，
并且创办时间相对较短的公
司的称谓。
扬州创新中心

目标，我们也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政策
配套。”段娟介绍，空间政策方面，最高
可享受3年免租、6个月无责任免租，并
可享受租金返还政策等；人才政策方
面，入驻园区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和博士
人才，可享最高300万资助，顶尖人才
可享最高1000万元项目资助及最高一
次性200万的购房补贴；针对入驻园区
的企业或者孵化器项目，中心还将提供
包含3张券（服务券、创新券、技改券）、
天使梦想基金、双创信用贷等多种资金
扶持政策。
通过前期的努力，到目前为止，扬
州创新中心已经与以色列Startup
East、良仓加速器、电子科技大学科技
园3家孵化器，20多家第三方协作平台，
35家金融机构及55家企业达成意向入
驻协议。“我们的目标是，到2020年，集
聚人才4000名，集聚企业350家，税收
达到1亿元，资本投资规模达到300亿
记者 何世春
元。”段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