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必须踩过的 N 个坑”，是 2017
（第十七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一个尖
峰论坛的主题。51信用卡、货车帮、每日优
鲜、七牛云、闪送、千里马机械供应链等一
众创业公司的掌门人齐聚，分享自己的创
业经。

千里马机械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是中
国工程机械行业首家绿色供应链服务平
台，董事长杨义华讲述了自己“摔”在坑
里的经历：公司 2012 年就开始了 IPO 进
程，但产业链的另一端不希望他们的价值
链发生颠覆性改变，直接挖走了核心团队
来阻挠公司上市。“制度远比人靠谱。”后
来加强了风控管理和制度建设的杨义华感
慨地说。

货车帮联合创始人、CEO 唐天广“摔”
进的坑则显得更为戏剧化：这家希望利用
互联网武装货车司机、改造传统货运行业
的公司，一直在等“缝”来。2008 年，唐天
广看到了货车业空跑乱跑严重、效率低下
的痛点，希望通过在终端安装 GPS 的方式
把车货匹配。“但高频高随机性的需求才能
产生最本质的平台黏性，因为缺少司机交
互，终端成了单向监控。”唐天广说。

2009年，联通拿到首张3G牌照；2010
年，HTC 推出 1500 元以下的智能机。唐
天广以为智能终端融入消费者的时机已经

到来，却发现将司机群体互联网化的难度
远超预期。整整 2 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司
机还是不会用智能机。在等待的日子里，
货车帮在线下开了很多店铺，通过卖电子
导航仪、电子狗来争取更多用户。因为货
车司机全国跑，公司一上来就需要将网络
布满全国。风口真正到来时，货车帮第一
次就融资 3800 万美元，相当于很多公司 C
轮甚至D轮的规模。“做任何一件事情都需

要天时地利人和。”唐天广总结说。
每日优鲜联合创始人、总裁曾斌讲述

了创业中经历的“爆仓危机”。
2015 年初，每日优鲜微信商城正式上

线，试图打通流通壁垒，做一家为消费者提
供全品类生鲜商品极速交付的电商。初创
的每日优鲜选择专注于商品，而物流则与
中国最好的冷链物流合作。

随着业务量不断增长，弊端逐渐显

现。“当我们开始快跑，第三方合作伙伴并
未根据你的需求及时调整，因为它的商业
模式不是根据你来设计的。”曾斌说。

2015 年“6·16”水果节，因为物流公司
配送速度跟不上，每日优鲜爆仓了。5000
平方米的仓库仍采用一般快件的分选模
式，一天只能交付4000多单，而那一天，每
日优鲜拿到了4万单。

这是创业以来最深的切肤之痛。因为
客户投诉，曾斌去了 3 次工商局。爆仓问
题用了 10 多天才解决，每日优鲜给用户写
了一封“情书”，“告白”爆仓原因，诚恳地承
认错误。

痛定思痛，每日优鲜收回冷链物流的
掌控权，开始自建物流体系。曾斌总结说，
创业初期要借力打力，赶紧把事情先做起
来，但还得抓住核心点，起初可能只有一个
点，再往后是两个点、三个点；随着企业能
力增强、资源增多、组织成熟，很多环节和
功能要逐渐“收”回来，从合作到建立起自
己的核心竞争力，对外依赖越来越少。

“今天已有越来越多做生鲜、冻品的品
牌商找到我们，说你们那么好的网络能不
能帮我们做配送，希望可以借用我们的物
流渠道。”曾斌说。截至今年 5 月，每日优
鲜已经扩张到 11 个一二线核心城市，复购
率超过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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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至 24 日，由《中国企业家》杂
志社主办的 2017（第十七届）中国企业未
来之星年会在浙江大学举行，年会以“熔时
代——商业缝合者”为主题，寓意创新者要
像滚烫的钢水渗透、“熔合”不同产业，建立
新的产业生态。

年会发布了“2017 最具成长性新兴企
业”榜单，覆盖人工智能、医疗健康、短视
频、新材料、电商、物流等多个热门领域，京
东金融等 21 家企业榜上有名。在热门的
共享单车领域，摩拜和ofo双双上榜。

在巨头的生态体系日渐成熟、传统产
业与新兴经济融合日趋紧密的当下，创业
者进行颠覆式创新的可能性越来越少，机
会存在于缝隙之中。做商业缝合者，将是

“熔时代”创业者的新常态。

新的机会在哪里

今天的创业者要想创新，找
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必须在巨头
的生态缝隙里寻找机会，融合互
联网技术与传统产业

“这个‘熔’字非常好。”北新建材董事
长王兵说，传统的“融”是温和的物理反应，
这个“熔”是化学反应，是颠覆性的创新，意
味着缝合者在大企业的夹缝中杀出一条血
路，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王兵说，几个年轻人在出租屋里写了
几行代码，就有可能改造一个产业，“熔”已
经成为每一个企业面临的生存环境，也是
必须学会的生存法则。为了领跑建材行
业，北新建材一直遵循应用一代技术、开发
一代技术、储备一代技术的原则。

亲历了 58 同城与赶集网合并、百度去
哪儿与携程合并的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陈
宏说，即便已经有了许多优秀的企业，机会
依旧非常多。

陈宏举例说，20 年前亚马逊上市，大
家说伟大的公司产生了，没过多久出现了
雅虎，有人说这个公司太大了，但是过一段
时间有了谷歌，又有人说没有别的机会了，
后来依旧出现了Facebook。

“当 BAT 成为互联网巨头时，没有人
想过能撼动他们的地位，京东来找我的时
候很焦虑，没想到今天也变成了这么一个
伟大的企业。”陈宏说，包括美团、滴滴等，
或许又有一批企业将变得伟大。

在途虎养车 CEO 陈敏看来，目前互联
网对经济的渗透仍然有限，在汽车、医疗、
教育、家装等领域依旧有广阔的空间。

从互联网到智能硬件，再到与内容的
融合，微鲸科技 CEO 李怀宇一直坚持在不
同领域做新业务的嫁接。“两个产业的边界
最容易有创业的机会。”李怀宇说，看似不
直接相关的两个产业通过新的商业模式结
合起来、打造出很多创新型企业，肯定是大
势所趋。

分众传媒董事长、CEO江南春说，移动
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点是流量入口、抢占
线下，但当大家都聚焦流量的时候，其实可
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他建议，在创业路

上每个人都要回答两个问题：你的差异化
价值在哪里？选择你而不选择别人的理由
是什么？

“创业要么开创新品类，要么开创新特
性。”江南春说，首先要争取成为品类的代
言词，譬如人们要租车就想起神州。假如
没有办法代表品类，就要开创新特性，譬如
苹果是时尚的手机，金立是商务的手机。

跨界缝合是大势所趋

创新发生在边界地带，一批
商业缝合者诞生在跨界结合部，
已经很难清晰按照工业社会的产
业划分标准来界定当下的企业

不久前，京东在 5 所大学校园内进行
了无人车配送的实践。在京东成长为电商
巨头的过程中，旗下的京东物流就一直充
当着商业缝合者的角色。

京东物流 CEO 王振辉介绍说，在未来
的 12 年，京东将以技术为驱动，打造智能
商业体，并把用户体验作为所有能力输出
的唯一标准。随着智能商业时代的到来，
京东对未来的商业体有一个简单的定义
——技术的产品化、服务的平台化以及产
业的生态化。

汉鼎宇佑集团的掌舵者王麒诚则表
示，如今的汉鼎宇佑已经不再局限于做订
单和智能化布局，而是一个涉足文、教、卫、
科技、金融5大领域的企业。

“创新转型是每一个企业的必修课，真
正的转型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是
在不停的试错过程中产生的。”王麒诚说。
他举了个例子，曾有一家欠款企业拿房产
来抵债，但正逢楼市调控，房产也很难出手
变现，他们干脆把这栋楼做成了一个商业
综合体，结果生意非常好，当年就赚了
1000 万元，受到启发的王麒诚在 100 个城

市都做了这样的消费场景。
“阿里云越来越关注技术跟商业的融

合。”阿里巴巴副总裁、阿里云总裁胡晓明
说，阿里云在浙江、江苏等地尝试工业大
脑，通过数据、算法对传统的工业生产线进
行智能化改造，将效率提升 3%至 5%，数据
和商业发生碰撞，擦出了火花。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产业的边界越来
越模糊。诞生在产业边界地带或跨界处的
商业缝合者是新生事物，用大数据的方法
改变出行方式的共享单车就是商业缝合的
典型案例：它是一个全新的物种，但又不属
于任何一个新行业。

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说，企业界的
跨界缝合给了高校很大的启发，浙江大学
也在积极思考如何与变化中的社会资源进
行融合。把社会资源、学校的学术与文化
资源以及体制资源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对
培养人才能够作出更大的贡献。

创新要面向未来

不论“熔合”还是“缝合”，传
统巨头与新兴势力博弈共生，前
者要完成动能转换，后者要实现
追赶超越

即便作为一家典型的传统企业，伊利
近几年来也开始生产相对科技含量高、附
加值高的产品。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
说，公司有句话，叫作“不创新，无未来”。

“这里面不仅包括产品创新，更包括管
理创新、模式创新、渠道创新等。”张剑秋
说，随着消费者认知不断提升，消费需求也
在不断提升，但无论消费者怎么变化，对品
质的要求不会变。

新希望集团副董事长王航说，新希望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农业传统企业，但面对
竞争，资金和规模都不是真正的护城河。

“真正的护城河一是人才，二是客户。”
王航说。一方面，新希望集团不断降低内
部组织成本，选拔任用年轻人；另一方面，
公司试图寻找新客户、满足客户的新需求。

“中国农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
变化。过去几年可能有几千万人养猪，现
在只有几百万人，再过几年估计只有几十
万人。不断去一线发现客户的新需求，对
我们传统企业来讲是获得新动能的重要过
程。”王航说。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波说，过
去 30 多年来，中国企业取得的成绩有目共
睹，成绩的背后是企业创造性地学习及牢
牢把握住了机会。然而，原有的理论和成
功的经验都是教企业如何建立起平衡和流
程，但想要追赶和超越，重要的是打破平
衡，在动能切换时思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
企业管理方式和思维。

“2017 最具成长性新兴企业”榜单显
示，未来的创新最可能发生在3个方向。

一是发生在“熔合”之中。新旧时代交
替之时，会涌现各种颠覆式创新。创新是
新的基因与传统思维的“熔合”，各行各业
都在深度应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新技术
将“熔入”到各行各业去，渗透到这些行业
的血液里，发生化学反应，从而重新定义这
些行业。

二是发生在跨界和结合部。产业的边
界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跨界的结合越来
越多，创新往往发生在这样的跨界和结合
之中，而不仅仅来自产业内部。

三是解决用户“痛点”，专注解决用户
的“痛点”，就能收获创新。

下一个风口在哪里？被问及这个问
题，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回答，

“我真的不知道，只有通过数据分析才能找
到”。但他说，在决定投资之前，会先看清
楚这个创业项目是否能提供大众关注的刚
需品。

创业路上如何少踩创业路上如何少踩““坑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莹莹陈莹莹

2017（第十七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现场。 邓 攀摄

2017（第十七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尖峰论坛上，创业者们交流创业经。

本报记者 陈莹莹摄

在互联网成为基础设施的今天，数据就是
资源。现在我们要从单纯的信息处理演进为
数据经济时代。在阿里巴巴内部流传着这样
一句话：“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
基于数据经济的时代特征，阿里巴巴有两个发
展原则，第一是一切业务必须数据化，任何业
务逻辑必须用数据来体现；第二是将一切数据
业务化，阿里把数据作为决策力量，不会丢弃
任何数据，因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这
些数据的能力会逐步发挥出来。

阿里巴巴副总裁、阿里云总裁胡晓明：

把数据作为决策力量

要做百年企业、要走向未来，必须有永恒
的创新。创新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是跟风式创
新，人家做什么我也做什么。这种跟风要不
得，共享单车最后可能只剩下一两家，每个产
业只有第一梯队才有机会做领导者，才能持续
盈利并拥有持续竞争力，包括国际化的竞争
力。还有一种是整合者，就是“缝合者”，让“1+
1”大于2，这也是一种创新。

未来，可能许多简单的工作都会被机器人
取代。但是不要害怕“取代”这个词，因为被机
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恰恰是人类最不
喜欢或者价值最低的工作。现在 AI 技术门槛
越来越低，但除了技术外，需要一个合理运作
的商业系统，还要有算法和数据，这3个方面一
定要形成正向循环才能产生效益。

均瑶集团副董事长兼总裁王均豪：

跟风式创新要不得

小i机器创始人、CEO朱频频：

别害怕工作被取代

秋 实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