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中国最大的孵化器”，这是腾讯
的新目标。4 年前腾讯将其平台开放，
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
大的创业平台。

“把半条命交给合作伙伴”，马化腾
将腾讯未来的发展模式定位成一个众创
的聚合——建立由平台、创业者、用户
相互伴生的，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生态系
统。腾讯在重新定义孵化器的同时，也
在重新定义移动互联时代的创业。

“电脑+人脑”降低创业成本

基于互联网的创业，其特征是

“电脑+人脑”，是智力的创业。开

放、共享的资源会让创业者以最小

的成本找到用户，降低创业门槛，

减少失败损失

创业需要什么要素？资金、人才、
商业模式⋯⋯如果这些都不具备优势，
还有机会成功吗？张伟的经历说明，在
互联网时代这是可能的。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张伟的“草
根创业”之路就像一部闯关游戏：从事
过软件开发，也做过视频聊天室，在互
联网的创业路上迂回了 8 年，一直走不
通，直到遇见腾讯。

彼时，他和他的“博雅互动”公司
结束了聊天室项目，转而开发市场正在
启动的棋牌类游戏。几经试错，“德州扑
克”在腾讯的开放平台上登录，通过开
放平台的接口——QQ 空间、QQ 游戏等
很快连接到玩家，并迅速爆发，这次张
伟终于体验到了成功的感觉。

此后，博雅又接连开发出其他几款
游戏产品，搭载到腾讯的开放平台，一
下子争取到了数百万的活跃用户，爆发
式增长建立起强大的盈利能力。2013
年，博雅互动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当日市值 44.93 亿港元，受到投资者追
捧。博雅互动也成为腾讯开放平台孵化
成功的标杆。

有人说，“做游戏产品就绕不开腾
讯”，腾讯强大的用户资源的确具有不一
般的“点化”功能。“互联网领域，最重
要的资源是用户。因为创新的产品出来
以后首先要有人用，如果没有人用，他
无从知道产品好不好，无法做验证和优

化。”腾讯开放平台副总经理侯晓楠解释
说，“腾讯的开放平台上聚集了数亿用
户，开放、共享的资源会让创业者以最
小的成本找到用户，降低了创业门槛，
减少了失败损失。”

而失败在腾讯看来也并非不利条
件。“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时更看好那些

‘创业老兵’。连续创业的经历会使他们
成功的几率更高。”侯晓楠认为，基于互
联网的创业，其特征是“电脑+人脑”，
是智力的创业，即使失败也不会造成太
大损失，“我们有时候是鼓励失败的，这
也是为什么互联网创业会更加活跃的原
因。”

目前，腾讯开放平台上的开发者数
量已达到 500 万，应用数量 240 万款以
上，平台上创业公司总估值超过 2000
亿元。

“拎包入住”提升创业效率

与产业园等纯物理空间的孵化

不同，腾讯将线上线下结合起来的

“拎包入住”式创业服务，针对创业

不同生命周期提供“全要素孵化”，

既提供物质资源，又提供智力支持

屏幕之外皆蓝海。移动互联时代的
关键词是“人与人连接”、“互联网和其
他产业连接”。“在这个阶段，互联网不
再是营造新经济的圈子，而是要向各个
行业延伸。”侯晓楠认为，互联网的触角
无往不至，只有开放、共享才是移动互
联时代生存发展的大逻辑。

这就是这个互联网企业投身做孵化
器最重要的理由，而全世界孵化器的

“进化”方向与腾讯开放的生态系统产生
了重合。

侯晓楠将孵化器分为 3 个阶段：即
以产业园等纯物理空间的孵化，到具备
一些互联网元素的孵化，再到针对创业
不同生命周期的“全要素孵化”。

腾讯的孵化器功能呈现的是第三个
阶段，即“全要素孵化”，指的是线上、
线下结合的“拎包入住”式的创业服务：

提供的平台是线上平台——包括线
上腾讯的“云”服务，开发者可以把自
己的应用程序、服务托管到“腾讯云”
上面，不需要租机房、买带宽，腾讯云

解决了全套的技术架构和托管的问题。
流量分发平台——创业者开发的应

用只要接入到腾讯的分发平台，就不用
担心找不到用户，不管是 QQ、还是微
信、应用宝，腾讯这些平台能让应用产
品直达上亿用户。

一站式的服务——为初创者提供线
上各方面的服务，包括合同都是线上签
订的，全部通过线上“自助化”解决。

除此之外，腾讯正在和政府、社会
合作，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共同建设腾
讯众创空间，目前已覆盖全国 20 个城
市，布局 25 个创业园区，其中北京、武
汉、上海、杭州、厦门、海口等城市已
经开业，可以申请入驻。

除了提供物质资源，腾讯还提供智
力支持。腾讯创业公开课是腾讯为创业
者打造的一个学习交流平台，通过举办
系列讲座、论坛和培训等，为创业者提
供智力支持，提升创业能力。

“开发者只需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事，
其他事由我们来完成。”腾讯提供的是

“拎包入住”式的服务。2015 年，腾讯
开放平台推出最新扶持计划——“双百
计划”，3 年累计投入 100 亿元资源，扶
持 100家市值过亿的创业企业。

阶梯式“育苗”提高成功比例

针对创业不同阶段的需求，腾

讯为创业者提供阶梯式的服务。从

小苗，到小树，再到大树，都有针

对不同生命阶段的扶持资源

一个小小的应用产品就会撬动很大
的市场。像“滴滴打车”这样的应用程
序正在重新整合传统行业，并开发出巨
大的市场。目前，腾讯开放平台的个人
开发者占到了 41%。

吴皓和他的“80 后”小伙伴们一直
要做一款餐饮服务类的应用程序，原因
是他们发现“餐饮行业成本结构太不合
理了”，消费者在餐厅用餐的支出中，只
有 20%是自己真正吃到的，其余部分包
含 了 人 工 、 房 租 、 装 修 、 水 电 等 与

“吃”无关的成本。而这些开支使大多数
商家生存也十分艰难，盈利水平很低。
针对这个市场“痛点”，他们决定开发一
款应用产品，打通商户和消费者的通

道，让消费者便利地享受到便宜的美食。
“不同阶段的创业需求是不一样的，

早期缺钱，中后期缺管理，行业不同需
求也不一样，所以创业者需要的服务是
综合的。”吴皓说。

需求复杂多样，但与腾讯开放平台
的合作却使创业过程大为简化：

在创业早期，腾讯位于上海的创业
基地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地，“政
府管家”帮他们办理了工商注册、代收
代缴各种费用，他们开发的“零号线”
应用程序通过微信、QQ、应用宝迅速建
立和增加了用户黏度，并通过用户验证
不断地进行场景优化，而微信支付等关
联应用同时嵌入，使他们很快实现了
300%的增长。

创业者在升级为公司管理者过程中
出现管理短缺时，腾讯管理辅导给他们
提供了专业的管理咨询、一对一辅导。
随着市场扩大，腾讯的 2000 万元风险
投资也适时跟进。

现在，“零号线”已经在全国 12 个
城市与七八千家商户建立了合作，在为
用户提供方便的同时，改变了传统餐饮
行业的成本结构，食材在用户支出中的
比例提高到 60%，消费者享受到了更加
便宜的价格，商家也实现了盈利。

像“零号线”这样的培育过程，在
腾讯的开放平台上是批量进行的，并通
过大数据使过程变得透明。“创业强调的
是市场化，而市场化一定是数据化的。
所谓市场说了算，就是数据说了算。”侯
晓楠说，互联网领域所有的市场行为是
可以用数据来量化的，孵化到了什么阶
段，是否具备毕业条件，是成功还是失
败，全部由数据说了算，这比人的判断
更加准确，通过数据不仅能看到状态还
能看到趋势。

不仅是线上，线下物理层面的孵化
也是阶梯式的。“一开始是苗圃型，大家
集中办公；长大后，就单独给他一层；
再大的话，未来可能会给他一栋楼办
公。”侯晓楠介绍说，“从小苗，到小
树，再到大树，都有针对不同生命阶段
的扶持资源。”

腾讯致力于“做创业者最有价值的
服务者”，而价值的体现方式就是为创业
者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提供更多的扶
持资源。

2013 年，瞿芳、毛文超两个在美国留学的好友决
定一起回国创业。此时，国内正迎来一次快速增长的消
费升级：一批具备了较强消费能力的人群开始出国旅
游、出国购物，并开始关注海外代购、海淘，海外市场
的特色商品纷纷进入购物达人的消费清单。

多年的海外经历使瞿芳、毛文超敏感地发现了这一
市场机会——消费者具备了跨境购物的经济能力，但对
国外市场缺乏了解，他们在购物过程中迫切地想知道各
个国家最有特色的商品是什么，到什么地方买，哪里的
价格更便宜，使用后的评价如何。而海外市场比国内市
场品类更加繁多，了解起来更为复杂，他们需要专业的
服务攻略，帮助自己以最便利的方式找到需要的资讯，
买到满意的商品。

市场需求就是创业机会。需求已经发现，如何去满
足？同样是购物达人的瞿芳认为，大量的、碎片化的信
息只能通过每个市场参与者来提供，让用户来满足用户
的需求。时值手机 APP 开始扩张应用，两个创业好友
一拍即合，一个以移动互联为基点的商业模式就此产生
——构建一个让大家分享购物心得、购物信息的平台，
通过移动终端应用程序实现线上线下结合，为用户提供
专业的跨境购物服务。

作为一个专业生活服务类的移动应用程序，“小红
书”找准了市场痛点，并建立了商业模式，但创业成功
与否要经过用户检验才行。而用户在哪里？怎么找到他
们、连接他们？如果是在传统创业模式下，仅自我营销
这一个门槛，就足以将“小红书”这样的初创公司打
败。“小红书”产生了刚性需求——能够低成本、迅
速、尽可能多地与用户连接。

人与人连接，是腾讯最大的优势，无论是 QQ，
还是微信，数以亿计的用户，是基于移动互联创业的
最重要的资源。腾讯的开放平台就是应用与用户连接
的接口，使创业成本大幅降低，而营销成本更是几乎
没有。

所以当“小红书”接入腾讯的应用商店“应用宝”
时，爆发就显得顺理成章了。通过在腾讯的社交媒体上
推送、新品首发等精准推广，“小红书”很快在大批用
户的手机上登录。

“每个月的用户量、下载量都在翻倍增长。”现在的
瞿芳非常忙碌，一边和创业投资对接，一边扩充公司队
伍，“公司成长得太快了！”

“小红书”被用户认可的同时，也为“应用宝”带
来了更多的活跃用户，为此腾讯给“小红书”颁发了

“小红花”，这是腾讯对创业成绩好的公司给予的荣誉。
看似萌萌的“小红花”事实上含金量很高——每一个获
得此项殊荣的创业者都在自己的创业路上写下了传奇
故事。

腾讯：做中国最大的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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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腾讯响亮地提出“做中国最大

孵化器”时，阿里巴巴也高调推出无线

开放计划，即将其技术、商业和数据等

无线资源对外开放，为移动 APP 开发者

提供基础设施服务，以此构建“云(阿里

提供的基础服务)+端(各类 APP)”的全新

移动时代商业生态。阿里巴巴还声称可

以在淘宝上直接接入 APP，并可以依托

淘宝的云技术、大数据、生态圈以及电

商资源和支付能力支撑该开放计划。无

线开放计划实质就是孵化模式，业内人

士认为，其筛选开发者的流程，就像风

险投资初期的审核考察过程。

如果说，阿里巴巴、腾讯等孵化的

是社会上的创业者，那么海尔的模式可

以叫内部孵化。海尔在加速向互联网转

型的过程中，将战略推进的主题确定为

“企业平台化、用户个性化、员工创客

化”，将自己定位成创客孵化平台。员工

从原来被动的执行者变成主动的创业

者，可以自主成立小微企业，根据用户

需求创新产品并实现创业。目前，海尔

集团共有天樽空调、雷神游戏笔记本、

空气盒子、智胜冰箱、免清洗洗衣机等

169 个小微企业，海尔要做的就是为其

提供平台资源。

而在此之前，一些企业家、投资人

为了支持创业、孵化优质的高科技及互

联网项目，成立了私营的孵化器，如李

开复的“创新工场”、联想旗下的“联想

之星”孵化基地等。国外一些企业也在

进入中国，比如微软的创投加速器。

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孵化的行列

中，尤其是那些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企

业，或本身就是互联网企业的公司，他

们在成长到相当规模之后，纷纷用更加

开放的态度孵化创新创业。而这些企业

孵化创业的模式往往更加市场化，更加

高效，孵化成功率也更高。创业者可以

借助这些企业的平台资源，快速度过婴

儿期，生存几率会大大增加。

如今的创业，资源的获取和整合能

力显得越来越重要。作为创业者，如果

不依靠平台的力量，成功的可能性很

小。像阿里巴巴、腾讯、海尔这样的企

业本身就拥有强大的资源，一旦对外开

放，其孵化平台的特征和优势就能完全

显现出来。而这些企业自身的定位和生

态系统，会将孵化创业作为自己发展定

位的一部分，互利、共享，把握市场需

求“痛点”愈发敏感，因此其孵化能力

也更强大。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变

身”孵化平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资源将得到更高效的配置。从这个角

度来说，现在是一个最有利于孵化的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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