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加强国际化合作，集聚全球创新创业要素——

成都高新区：推开通往世界那扇窗
本报记者 刘 畅

法国当地时间 7 月 2 日下午，在地
中海沿岸的尼斯，中国西部首个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成都高新区，与欧洲
最大的高科技园区——法国索菲亚科技
园 区 签 订 合 作 协 议 ， 结 为 “ 姊 妹 园
区”，双方将在技术创新、经贸、投资
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去年 6 月 19 日，成都高新区经国务
院批准成立。经过一年的发展，成都高
新 区 已 成 为 全 球 创 新 创 业 要 素 的 集
中地。

金融环境不断优化

“今年 1 至 5 月，成都高新区全区贷
款余额是 1187 亿元，今年新增贷款余额
增长 21.25%。通过成长贷、创新贷、科
创贷等产品，有 251 家企业获得了约 6
亿元贷款，共有 697 家金融机构在高新
区设点。高新区现有上市企业 29 家，占
四川省的四分之一。”成都高新区经贸
发展局副局长尹朝银向 《经济日报》 记
者介绍，在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
齐金融服务这块“短板”方面，成都高
新区亮点很多。

事实上，不少企业的创始人在成立
企业之初都有一个上市敲钟的梦想，资
本在其中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金融机
构在成都高新区的高度聚集且不遗余力
地为企业提供支持，恰恰说明他们对该
区域经济活力、企业创新创业前景的高
度认可。

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孵化载体总
面积达 207 万平方米，科技企业孵化器
群 体 60 家 ， 在 孵 企 业 总 数 超 过 7500
家。“十三五”期间，成都高新区将分
别设立 3 个 50 亿元专项资金，持续加大
针对创新创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全力打
造国际创新创业中心。

成都高新区是全国首批科技和金融
结合试点地区，很多落地于此的金融创
新产品让企业尝到了“甜头”，“科技创
新券”便是其中之一。

所谓“科技创新券”指的是一种提
高科技资源共享和使用效率的财政政策
工具，中小企业通过使用政府发放的

“科技创新券”，可以向科研服务机构购
买成果或服务，科研服务机构再持有该
券向政府部门兑现。

成都市科技局局长林涛向记者介
绍，成都实际上在 2014年就开始了“科
技创新券”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当地称
之为“科创币”。“科创币”依托“成都
创新创业服务平台”进行操动，企业通
过平台向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购买创新服
务。“在促进企业投融资、知识产权质
押等多个方面，‘科技创新券’起到了
不小的作用，这是政府资金扶持企业的
新形式和新手段。截止到 2016 年 5 月
底，累计已有 809 家企业申领 6020 万元

‘科创币’，从成都全市范围来看，已经
有超过 5 万家科技企业在‘成都创新创
业服务平台’上不同程度使用到了‘科
创币’。”林涛告诉记者。

6 月 23 日下午，记者来到了成都菁
蓉国际广场，这里是四川省目前面积最
大的众创空间。据林涛介绍，成都高新
区将在这里进一步深化像“科技创新
券”这样的投融资服务形式，更有力度
地支持处于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

“我们园区内经常举行一些投融资
活动和路演，不少孵化器背后的投资机
构之间彼此都有紧密的联系，不少园区
里的投资机构既要孵化项目也要投资项
目，园区内设置的投融资体系也是多梯
度的，服务维度很广。”成都菁蓉国际
广场品牌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如果说“科创币”和孵化器内部举
行的投融资活动是为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发力助跑，那么在进入资本市场后，成
都高新区依然有多项措施，帮助企业做
强做大。

为帮助企业实现权益价值，成都高
新区建立“政府引导市场主体”推进机
制，推动企业改制上市服务全程化，借
助资本市场催化自主创新、撬动经济转
型升级。2015 年，成都高新区为企业兑
现改制、上市、并购重组、股权激励等
扶持资金近 5000 万元，历年累计兑现

近 1.4亿元。

国际合作不断深化

“成都高新区的定位是国际创新创
业中心，这个定位当中的逻辑关系应该
是这样的：立足在创新落脚在创业，以
创新引领创业，由创新体现创业成果的
转化，同时创新创业并不简单立足在某
个特定的区域，而是应当有一个全球化
的视野。”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副局
长熊平向记者介绍。

2006 年在中欧双边政府支持下成立
的科技服务机构成都欧盟项目创新中心
或许可以被看做是打开成都高新区国际
化视野的一扇窗户。

成功举办十届“中国—欧盟投资贸
易科技合作洽谈会”，举办专业经济论
坛 58 个，组织中方企业“走出去”及欧
方企业“走进来”⋯⋯成都欧盟项目创
新中心通过一系列活动促进了中欧双边
文化和经贸的交流。

这些交流是如何落到实处的？负责
园区国际合作的欧盟项目委员会独立顾
问帕特里斯·勒夫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感
受。“欧盟中心创立 10 年了，在这些年
的国际合作过程中，不是大家想象中彼
此的工作人员一年见个一两次就能促成

合作，中心的工作人员大都从欧洲留学
回来或者在欧洲有工作经验，中心还会
每年派工作人员驻扎在欧洲开展相关业
务，这么频繁的交流让欧洲的合作伙伴
感觉是在和欧洲人打交道，一点陌生感
也没有。”正是这种实干的细节让勒夫
对成都欧盟项目创新中心十分认可。

除了成都欧盟项目创新中心外，成
都高新区还借力“一带一路”建设展开
与相关国家更深层次的国际合作。

“首先，我们想构建一个大的信息
平台，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
策、文化和产业形态展开研究。第二，
我们希望构建贸易商务平台，通过政府
和社会组织联动的形式，到相关国家设
立综合办事处。第三是通过对‘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的产业研究，构建一个国
际性的产业互动平台。第四是通过省、
市、区共建的形式，成立一个投资基
金，专门组织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行投资。”尹朝银告诉记者。

创业生态持续向好

提及“货车帮”，很多人并不陌生，这
家企业曾得到李克强总理的称赞。但或
许人们不太了解，“货车帮”还有一位“兄
弟”名叫“物流 QQ”。“货车帮”面向司机
端，“物流 QQ”面向货主端，设立在成都
高新区的运力科技有限公司是这两个
APP的技术研发中心。

“到 2015 年底，我们的线上司机会
员已经超过 150 万人、诚信认证货主会
员超过 30 万人，信息共享平台每天发布
中长途货源信息 500 万条。但是我们和
别的做货运对接服务的 APP 有点不同，

‘货车帮’不仅能够像滴滴打车一样通
过‘台前’这样一个公共平台掘金，我
们已经迈向了‘幕后’，就是货车服务
市场。”运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晏疆
告诉记者，企业已经开始发力物流服务
产业链。

像运力科技有限公司一样在成都高
新区成长壮大的创业企业还有很多。目
前，成都高新区已经形成了“苗圃+孵
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全链条创新孵
化培育体系。

为 了 形 成 完 善 的 创 新 创 业 体 系 ，
2015 年 3 月，成都高新区发布 《创业天
府高新区引领工程方案》，出台成都高
新区“创业十条”支持创新创业，每年
拿出 10 亿元支持成长型科技创业企业发
展、创业载体打造、创新型孵化器引
入、创业服务平台搭建、创业活动开展
和氛围营造等。此外，成都高新区还出
台了“黄金 40 条”—— 《成都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关于进一步促进创新创业的
若 干 政 策》， 为 打 造 国 际 创 新 创 业 中
心、实施“创业天府”高新区引领工程
提供政策保障。

为了吸引人才留下来，成都高新区
增强了城市宜居性和竞争力，落实“产
城融合”理念，力争到 2020 年打造完
成“十分钟公共服务圈”“十分钟公园
圈”“十分钟公交圈”，为高端产业聚集
和创新驱动发展提供载体支撑。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通讯员胡莉莉报道：近日，在

大连医科大学举行的辽宁省校企协同创新联盟科技成果
转化对接会暨大连医科大学医药科技成果专场对接会
上，一项中药五谷虫促进感染创面愈合的研究成果引起
企业广泛关注。最终，这项由大连医科大学中药五谷虫
研发团队研发的科技成果与辽宁麦琪克科技开发公司达
成合作，将迅速走向市场。

该场对接会共有 20 家辽宁企业参加，当天大连医科
大学展示了 80 多项成果转化项目，包括医疗器械、医药
耗材、日用商品、饲料、食品及保健食品和药品类等领域，
多项成果得到了企业的青睐并寻求进一步合作。

作为辽宁省校企协同创新联盟的重要实施项目，6
月至 9 月，辽宁省将接连开展组建校企协同创新联盟暨
科技成果转化系列对接活动，帮助高校与省内企业共享
科技成果与技术需求信息，促进产学研合作迈上新台
阶。大连医科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联盟的建立不仅有
利于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也有利于高校和科研院所
充分发挥自身科技资源优势，不断提升研发实力。

辽宁校企联盟促进成果转化

颠覆式创新的源头，有两个

很重要的点，分别是 Think Dif-

ferent 和 Think Big。Think Dif-

ferent 是“与众不同地思考”。创

业者在创业过程中一定要走差异

化路线，要想清楚自己和对手最

大的不同在哪里。比如你的目标

是造一辆汽车，那福特可以造，大

众也可以造，你凭什么能成功？

你一定要想出一个跟他们不一样

的点子。

再说 Think Big，就是“要有

足够大的梦想”，这个是颠覆性创

新的核心。如果没有大的梦想和

大的思考格局，创业者就很难做到大的颠覆。美国人创

新最多，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都聪明，而是美国人的思

维模式跟别人不一样，他们的事业是全球性的，整个视野

和格局都更加开阔，瞄准了一个范围更大的市场。

抓住了颠覆式创新的两个源头，接下来在创业做产

品的时候，创业者就可以从这两点出发，好好规划产品的

战略方案。

此外，关于颠覆式创新，有很多人的理解都存在误

区，以下 3个事实必须弄清楚。

首先，渐进式改良不是颠覆性创新。比如，微创新就

是把别人没做好的部分加以改进。这种创新并不具有颠

覆性，因为你会花非常大的力气去改良，但竞争对手只要

稍微一用力就能赶上来。渐进式改良是大公司的特权，

作为创业者，走渐进式改良这条路一定走不长远。

其次，不断给产品加功能不叫创新，而且还是做产品

的大忌。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把很多功能加到一个产品

上就是创新，其实，这不仅不是创新，反而会给用户增加

认知成本，给他们造成负担。真正好的创新就是抓住一

个最基本的核心点，然后在这个核心点的基础上不断

深入。

第三，针对长期的小众喜好做产品也不是颠覆式创

新。很多创业者喜欢把特别小众的爱好做成功能，其实

这是很难成功的。当然不能排除有些小众喜好未来可能

会成为大众喜好，比如几年前用手机上网就是小众喜好，

只有少数商务人士才需要，但现在已经变成大众喜好

了。这样的小众喜好是短期的小众，值得去挖掘创新，但

长期的小众喜好就不值得再去挖掘了。比如，一款手机

的设计非常讲究极致对称，这就是个小众喜好，它本质上

是在破坏手机的功能。讲究极致对称的确会有一部分人

喜欢，但前提是得保证手机的功能，要不然就是舍本逐

末。创业者的眼光不能盯在小众喜好上，这样永远都不

会有颠覆式的创新。

创业做产品，一定要瞄准未来的大众市场，变化要

足够大，未来要足够好，竞争对手要模仿你得非常困

难。说到底，颠覆式创新的本质，不是说提供一个更好

的产品或渠道，而是让竞争对手甚至那些领先者很难去

模仿你。如果他要模仿你，就得放弃他的优势。这样，

你才算是做到了颠覆式创新。

（作者为猎豹移动CEO）

何为颠覆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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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做产品创业做产品，，一定要一定要

瞄准未来的大众市场瞄准未来的大众市场，，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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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优势自己的优势

当“双创”之风拂过象牙塔，什么样的
人才能脱颖而出？在校大学生该如何提
高自身能力，紧扣时代脉搏？央企在“双
创”时代扮演着什么角色？初创团队如何
吸引风投？日前，《经济》杂志社和中国人
民大学商学院联合主办的“因为有你”创
业公开课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讲，精彩的内
容吸引了众多在读 MBA 学生。

创业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双创”大潮下，人才是核心。大学
生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才适合投身创新
创业？该如何提高自身能力？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
裁郭莹辉认为，首先大学生应具有高学
习敏感度，善于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
举一反三并运用于新的变化中。“这样的
人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更善于总结经
验、适应变化，学习速度快，容易在具
有挑战性和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中脱颖
而出。”郭莹辉说。

郭莹辉认为，新形势下，成熟的高
端人才能够辨别商业环境中的不确定因
素，并从中抓住机会；能够完善商业模
式，合理配置经营资源；能构建企业生
存的关系网络，并将经营策略传达给执
行团队，解决企业经营中的关键问题，
最终获得盈利。

初创团队如何吸引风投

创业项目最终落地需要得到投资者
的青睐。针对初创企业的投资，北京葡
萄创投科技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王昆认
为，投资者最关注创业者的发展方向、
核心团队和商业模式。

在王昆看来，有 7 根“柱子”是成
功建造“创业大楼”的关键：一要具有
明确的战略定位，企业需要扬长避短，
不断关注外部环境，制定协调统一的战
略；二要做精准市场分析，学会收集与
分析数据，进行趋势判断；三要具备特
点突出的产品形态，并以洞察、分析客
户的实际需求为依据；四是商业模式要
有内在逻辑，即用户模式和盈利模式是
否有商业闭环；五要有清晰的竞争分
析，学会站在未来角度看现在，发掘潜

在市场机会；六要具备有效的营销推广
策略，利用广告、公关和媒体等渠道对
产品进行整合宣传；七要具备拥有竞争
力的核心团队。

针对早期创业团队，最佳商机期很
短，快速融资对初创企业非常重要。王
昆建议初创企业要不断了解同行、市场
和自己的团队，任何不合适的伙伴和团
队必须立刻解决问题和纠正错误。另
外，团队还要学会高效沟通，分清楚问
题的轻重缓急，并且注重成员的工作体
验，让其有参与感。

王昆还提道，创业团队应该具备互
补性和完整性，执行力、学习能力和凝
聚力都要强，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对
CEO 要坚持不同意但服从的原则，以便
统一企业的战略思想和发展方向。

央企应扮演什么角色

中钢高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中钢科技创新创业中心副主任金摇
光认为，央企是创新的主体，可以帮助
其他企业实现创新发展，即“大企业搭
台，小企业唱戏”。

央企拥有特殊的资源条件和经济政

治地位，在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中具
有不可替代的中坚地位，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热潮下，中央企业也可以很有
作为。国资委近日透露，正在研究制定
促进中央企业创业创新的新举措，力争
在下半年召开的中央企业科技创新大会
上出台。

“企业创新创业的关键资源是人才和
技术，而制度是支撑组织和管理体系效
用发挥的重要手段。”金摇光在现场以中
钢“双创”的主要工作为例，介绍了央
企创新创业的特点。中钢筹建了央企创
新创业中心。作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该中心通过科技成果展示利用、知识产
权界定交易、科研资源开放共享、中央
企业协同创新，促进技术、资本、管理
等创新资源的结合，可为央企转型升级
探索新途径。中钢内部也组建了多个

“双创”服务平台，组织科研院所青年技
术人才创业培训、中钢创新社群“中钢
创新思享会”等活动。

公开课结束后，一位听课的学生向
记者表示，3 位嘉宾的演讲内容与 MBA
学生的知识需求很对路子，收获很大。
台上，嘉宾被同学们团团围住，有关创
业创新的话题还在持续讨论着。

未 来 如 何“ 创 ”造 ？
——记一堂生动的创业公开课

本报记者 朱轶琳

在成都高新区生物

医药公共技术平台，科

研人员正在进行实验。

成都天府软件园创

业场是西部地区最具代

表性的孵化器之一。图

为入驻的创业团队正在

工作。 （资料图片）

▲

▲

位于成都高新区的菁蓉国

际广场是全国知名的创新创业

中心。 （资料图片）

▲

本报讯 记者郑明桥报道：依托大型央企烽火科技
的“烽火创新谷”近日在武汉邮科院园区揭幕，这也是华
中地区首个以“智慧城市”为主题的创新创业基地。

武汉邮科院副院长、烽火创新谷项目总负责人夏存
海介绍，烽火创新谷瞄准“平安城市”“智慧旅游”“智慧教
育”三大智慧城市建设方向，提供对接金融机构、上市公
司、投资公司等全方位资本运作方案、金融配套服务、管
理配套服务与创业辅导服务等，帮助创新创业者“一站
式”解决创意、资金、服务及成果转化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烽火创新谷一开园，就吸引了
位列中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 Top50 榜首的达晨创投、新
三板 PE 巨头硅谷天堂等券商和投资机构。目前，包括
烽火众智、文都教育在内的 24 家企业已入驻创新谷，谷
内的武汉国际创客中心正在孵化近 30 个创客团队，吸引
了 1000余名创客。

烽火创新谷为智慧城市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