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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掀起创新创业对接资本热潮——

汇聚创新和资本的力量
本报记者

10 月 19 日至 23 日，首届全国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成功举办。活动周期
间，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成都、武
汉、沈阳、合肥等地举办了创业大赛、项
目对接、投资洽谈等近 200 项活动。创新
创业离不开资金支持，因而让创新“相
约”资本成为贯穿本届活动周的主线。
当创新与资本“相约”，又会释放出
怎样的“倍增效应”呢？

董碧娟

▶ 创业者在“走进股转系统——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优秀企

业专场”培训会现场扫描二维码，加入学习交流微信群。

▼ 创业者在“资本有约——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优秀企业融

▼ 一位
企业代表在
中关村国家
自主创新示
范区展示中
心做路演。

资路演”现场和投资人面对面进行交流。

激情创业者对话投资人

北京出台实施意见
打造创新创业核心区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在全国再掀“双创”高潮之时，拥有中关村
这一创新创业高地的北京，也适时推出 《北京市
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
提出要强化自主创新、加快全面创新、聚焦高端
创新、推进协同创新，争取在 2017 年成为全国
高端创新创业的核心区和发源地，2020 年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地区。
北京是全国创新创业资源最为富集、创新创
业氛围最为浓厚、创新创业成效最为显著的地
区。而此次出台的 《实施意见》 明确，北京的创
新创业要重点处理好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非首都
功能疏解、人口调控、“高精尖”经济结构构建
以及全国科创中心建设五大重点问题的衔接。

不断完善保障机制
在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高朋眼中，《实
施意见》 进一步明确了北京推进创新创业发展的
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和组织保障。在不断探索
中，突破创新创业稀缺的人才、资金、技术、服
务等一系列“瓶颈”。
在创业人才集聚的中关村，领军企业创业
者、海外创业者、连续创业者、90 后创业者成
为四大创业主力，总数逾 3 万人。其中，有海外
留学和工作经历的创业者占中关村创业者总数的
25%。而按照现有规定，事业单位的正式人员应
为中国公民。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
重点高校、科研机构引进国际化优秀人才。
《实施意见》 提出，要“探索中央在京和市
属高等学院、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聘用外籍人才
的路径，研究制定事业单位招聘外籍人才的认定
标准”，将有利于引进和留住能推动科技创新、
带动新兴产业发展的外籍高端人才，形成国际人
才聚集高地。同时通过鼓励高校、院所设立科技
成果转化岗，允许离岗创业等支持科研人员创
业；通过研究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开展
大学生创业社保登记试点，建设大学生创业园等
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创业服务体系。
除强化人才、金融、公共平台服务，着力培
育创业创新发展形态外，北京还将通过完善公平
竞争市场机制、政府创新服务机制、科技成果转
化机制、财税政策扶持机制等四个方面机制安
排，不断完善创新创业保障机制。

下好区域一盘棋
在京津冀一体化大背景下，北京在推动创新
创业时，也打破了“一亩三分地”的局限，通过
打造高端创新创业核心区、打造南北创新创业发
展带、打造郊区县特色创新创业特色园区、打造
京津冀协同创新创业体系等四方面，推进中关村
一区十六园统筹发展与京津冀协同发展。
根据 《实施意见》，在打造创新创业核心区
方面，北京将重点加快海淀区“一城三街”建设
和中关村大街改造提升，进一步将中关村南北大
街建设成创新创业大街，形成开放度更高、服务
范围更广、辐射带动力更强的经济集聚区；结合
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空间格局，引
导不同领域创新创业项目错位布局；重点建设郊
区县高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地，建立郊区
县与中心城创新成果对接应用机制，提升核心区
科技创新创业对郊区县的辐射能级。
高朋表示，在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创业体系
方面，着力推进区域一体化技术市场、金融市
场、产权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建设，统筹协调区
域内财政税收、投融资、产权交易、技术研发、
政府采购等普惠性支持政策，研究争取将北京中
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先行先试政策扩展到
京津冀共建试点示范园区，并逐步推广到京津冀
区域，以创新创业带动战略合作功能区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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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更侧重展现创新意
义、价值属性，投资人则更关
注实际的技术优势、盈利模式
“我们跟孩子之间绝大多数时候并不
是以传达信息为目的，而需要一种‘陪
伴’，是一个场景化的共同体验……比如
孩子睡觉之前给他讲个故事，陪他玩一
玩，这种体验是用手机通讯无法实现的。
所以我们打造一种新型的人和家连接的方
式，就是‘小鱼在家’。”10 月 20 日，小
鱼在家 CEO 宋晨枫在“资本有约——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优秀企业融资路演”上这
样介绍。
作为首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
周系列活动之一，这次路演由科技部主
办，科技部火炬中心、深圳证券交易所、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招商银行承
办。活动从入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
国 总 决 赛 的 上 千 个 项 目 中 精 选 30 个 项
目，采取“现场路演+网上直播”方式，
吸引了创新创业企业、创投公司、金融机
构近 300 人现场参与。同时还向网上通过
资质审核的 3200 多家投资机构开放同步
直播，让企业代表与投资人充分互动。
在宋晨枫介绍完后，赛富投资基金创
始首席合伙人阎焱很快拿起话筒连续追
问：“我觉得你花了太多时间在讲应用场
景，进行情感渲染，而没有把你产品的特
征讲清楚。跟同类产品比，你的产品竞争
力在哪里？你的盈利模式是什么？”在随
后的路演中，几位点评专家纷纷给创业者
提出了“犀利”问题，多数聚焦在技术竞
争力、盈利模式、市场前景等方面。“问
答”之间让人们感受到了创业者思维与投
资人思维的不同，也让创业者获益不少。
参加完路演后，旭成 （福建） 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峥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活动让他们积累了和投资人打交道
的经验，学会如何以更恰当、更有效的方
式向投资人介绍项目。这种成长让刘峥在
北京参加活动的 1 天时间内，就获得 3 位
投资人的合作意向，“基本已板上钉钉”。
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萌表示，
中国企业融资成本高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直
接融资比例低，导致企业资本成本高。推
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科技型中小
企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破解融
资难的问题，加大金融和投资机构对创新
创业的支持。这次活动旨在加强科技型中
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 2.0 和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的深度融合，强化“互联网+”的
服务模式，进一步打造全国性的双创支持
平台，搭建优秀企业与投资金融机构之间
的信息交流桥梁，使大赛优秀企业能够借
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路演渐成创投对接常态
14 个 国 家 高 新 区 已 举 办 巡
回路演，10%左右企业能得到直
接融资，成功比例不断提高
在此次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期间，不少城市都举办了创投对接的路演
活动。这种路演活动已成为我国很多城市
尤其是高新区内创投对接的常态形式。
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张志宏介绍，科
技部火炬中心、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招商银行在
2014 年 10 月 30 日正式启动升级版“科技
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 2.0”，邀请国
家高新区、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投机构、
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共同参与，旨在
进一步强化科技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打通
科技金融方位、全生命周期的融资和综合
辅导服务。
《经济日报》 记者从科技部火炬中心
了解到，路线图计划 2.0 自启动以来以路
演为抓手，在中关村、西安、武汉东湖、
深圳等 14 个国家高新区举办了中国高新
科技企业投融资的巡回路演，并与 12 个
高新区以及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开展了战略
合作。借助这种常态化路演，搭建了科技
金融信息服务网络平台，聚集了众多天
使、VC、PE 等投资机构，已经初步建立
起了政府部门、国家高新区、创投机构、
银行、证券机构、上市公司和科技型中小
企业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形成了一个线
上线下平台相互结合，共同支持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全国性平台。
参加此次活动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
理宋丽萍介绍，经过 1 年的努力，依托路
线图 2.0 计划，路演通过线上和线下平台
聚集了 3200 多家天使、VC、PE、上市公

董碧娟摄

司 等 机 构 的 8000 多 位 专 业 投 资 人 ， 为
270 多家优秀科技企业提供现场+网上路
演服务。“已经有 26 家路演企业实现了股
权融资，10%左右能够得到直接的股权融
资，还有招商银行提供的间接融资，所以
成功比例还是很高的。”宋丽萍说。
“通过路演活动我深深地感受到，一
批创业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企业正在涌现
出来，可以说企业的质量确实越来越
好。”宋丽萍举例说，比如在去年 5 月份
的广东路演中，有一家企业用茶树油制作
止血凝胶，这种产品在临床和国防上都是
必备的药品，用途非常广，可使伤者存活
率提升 60%以上。还有一个做可降解血管
支架的项目，克服了传统支架进入血管后
不能降解带来副作用的弊端。
“这些项目都是成千上万创新型项目
的代表，他们技术先进、市场广阔，很多
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效益。如果为这些企业
配置好资源，他们就会快速地发展壮大，
造福社会。”宋丽萍说。

新三板备受初创企业关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推动小额、快速、按需融资，有
效改善了创新创业环境
10 月 21 日一早，位于北京西城区金
融大街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迎来了一大拨客人。这些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优秀企业代表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由
全国股转公司与科技部火炬中心共同举办
的“走进股转系统——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优秀企业专场”培训会。
全国股转系统有关人士围绕新三板市
场的功能定位、发展概况及制度特色等内
容，以丰富的案例和最新的数据，为企业
代表们做了全面讲解。培训结束后，全国

股转公司工作人员还专门建立了 1 个叫做
“股转系统双创企业大家庭”的微信群，
供参会企业代表学习交流。大家纷纷扫描
二维码，不到一会儿，群里就有了 50 多
人。“亲民的服务，励志的培训，创业伙
伴的大家庭！”杭州安存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裁单勇忠在群里说。
据介绍，截至今年 10 月 19 号，新三
板挂牌公司合计 3721 家，总股本 1964 亿
股，总市值 1.58 万亿，分别比 2014 年末
增长了 134%、195%和 237%。今年披露
中报的 3400 多家公司，平均净利润增幅
79.63%，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对外投资，
平均净利润增幅还在 40%以上，显示出较
好的成长性。同时，今年已经有 249 家新
三板挂牌公司通过实施股权激励，吸引创
新创业人才 6220 人。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
公司监事长邓映翎表示，全国股转系统成
立以来，灵活包容的制度理念和高效透明
的审核流程使众多尚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创
新创业型企业得到证券市场的服务。新三
板通过带动社会资本投资实体经济的周期
前移，已经形成从产业发展到机构服务及
资本投入的“实业对接金融”的生态圈。
邓映翎表示，下一步，全国股转公司
将和科技部火炬中心面向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优秀企业，分区域、分行业举办专场培
训、调研座谈及投融资对接等多样性活
动。全国股转系统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平台优势，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发
展提供持续助力。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总经
理谢庚说，“无论是市场的发展速度，还
是创新的推进力度，前提都是风险控制能
力。所以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的一个中心工
作，就是要全方位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当
风险可控的时候，创新发展的条件就会更
加具备，市场的发展速度和服务能力也会
更好地提升。”

创 客 来 了 ，围 墙 倒 了
惠
创客不分年龄，不分职
业，不分学历，不分国籍，他
们的感染力没有围墙和边界。
创新和创业的基因密码，正在
从一个个创客学院、创新平台
不断向外扩大辐射范围，让更
多的人感染其中，融入其中，
一起加入创新创业的大潮

在首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
周中，各种各样令人脑洞大开的奇特产品
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有长着太阳能翅膀的
汽车，有会照方抓药的全自动中药房，有
可以连上手机的智能温度计，还有打印人
体器官的 3D 生物打印机……但更让笔者
印象深刻的不是它们，而是制造出它们的
人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创客。
这些创客是搏击在创新创业大潮中的

弄潮儿，他们的创新创业热情在展会中交
汇勃发，令人深受感染。在 19 日的启动仪
式即将结束时，李克强总理突然起身走上
讲台说，今天本来没准备讲话，被现场热
烈氛围感染，要上来说几句为创业创新者
“站台”。
经过最近几天的采访，这些热情勃发
的创客们打破了笔者心目中很多偏见的
“围墙”。
他们创业前的职业各种各样，并不都
是“学院派”。做出我国第一套海洋水下
油气生产系统装备、打破国外垄断的，是
一群曾经开过潜水艇的退伍老兵；研发出
全自动网上中药房设备的，是一名辞职下
海的公务员。
他们创业时的年龄跨度很大，并不都
是年富力强。51 岁的创客朱凌锋曾是一名
电工，从 1996 年开始研发地面清洗机，学
历低、年龄大，经过近 20 年创业失败经历
后，他在中科创客学院找到了技术导师，
终于研发成功擦扫地一体机器人。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甚至不一定是中

敏

国 人 。 来 自 法 国 的 卢 多 维 克·昆 德 拉 ，
2014 年从英国拉夫堡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后来到中国，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神经工程实验室工作，他发现微芯
片可以为动物减轻病理疼痛，就琢磨着将
研究成果产业化，现在已经成功获得
投资。
创客来了，“围墙”倒了。他们推倒
了人们心目中各种偏见的“围墙”，不分
年龄，不分职业，不分学历，不分国籍，
只要你还有创造力，一切皆有可能。他们
的感染力也没有围墙和边界，创新和创业
的基因密码，正在从一个个创客学院、创
新平台不断向外扩大辐射范围，让更多的
人感染其中，融入其中，一起加入创新创
业的大潮。
在世界经济低迷和金融市场动荡的
情况下，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长
6.9%，尤其是就业比较充分，“双创”在
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当前，要
调结构、稳增长，要激发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就要让更多人加入到“双

创”行列，推倒阻碍创客们创新创业的
围墙。
我们要推倒创客培养的围墙，将创新
创业课程开办到高校、大学城，甚至中小
学，让创新意识从年少时萌芽；我们要推
倒创客们获取智力资源的围墙，开放实验
室、开放科学家脑库、开放科研成果，整
合科研大资源，为创客提供最专业权威的
支持；我们要推倒创客们获取产业资源的
围墙，结合当地的产业优势和领域布局，
让创客与产业同步接轨，为创客们提供做
产品、筹资金、开公司、闯市场的全方位
支持。我们还要推倒限制创客们影响力辐
射的围墙，利用最新的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等诸多信息技术的发展，建立更多
没有边界的平台，让创客们的创意产品与
顾客、与产业链上下游无缝对接，让创新
驱动发挥最大的功率。
仿佛一夜之间，创客已经遍布中国。
打造健全、健康的创新创业生态圈，让创
客们跑得更好更快，让更多人加入创客的
行列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