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者在变

创业服务也要变
白 丁

中国赛区前三强将与全球创业者同台竞技

聚焦生活“痛点” 传播中国创意
本报记者 韩秉志

“龙门创将”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展示中国创新成果

42个项目：看得见的未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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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文·中国手工坊

用公益心传承绣艺

6月1日，第二届“龙门创将”全球
创新创业大赛中国赛区总决赛在北
京钓鱼台国宾馆落下帷幕。在“可移
动的未来”这一主题下，本次赛事聚
焦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网络与5G、大
数据、新材料等领域。在4天时间里，
从训练营、半决赛，再到总决赛，“龙
门创将”发起人、英国约克公爵安德
鲁王子全程参与其中。42 个中国创
业项目的精彩呈现，得到全世界的关
注和认可。

让创业者增值

Pitch@Palace 意 为“ 在 王 宫 呈
报”，中文译为“龙门创将”，是英国约
克公爵安德鲁王子于2014年创立的
创业孵化公益平台。该项目旨在指
导和帮助创业者及初期阶段企业，为
他们与潜在支持者牵线搭桥。

平台汇聚了全球各领域最具影
响力的行业领袖，包括天使投资人、
创业导师和商业伙伴等，为创业者提
供优质的创业环境与资源。不仅如
此，参加“龙门创将”的创业者均能成
为“龙门创将”全球校友社群的一分
子，校友们将持续获得引荐、指导和
支持。

2016年10月26日，“龙门创将”
正式落地中国，逐渐成为中英企业
家、投资人、创业者之间沟通的桥梁。

在本届比赛的训练营开营仪式
上，安德鲁王子致辞表示，“龙门创
将”中国赛区本着立足中国、携手中
国和服务中国的理念，为中国的创业
者增值。

“创业者优先”正是“龙门创将”
坚持的一个价值观，这体现在很多细
节上。比如，在训练营开幕式上，坐
在最中央的位置就是创业者。而在
总决赛的舞台，即便是半决赛上被淘
汰的项目，在决赛中依然有30秒时间
展现自我的机会。今年“龙门创将”
中国赛区的总决赛上，武汉市蔡氏福
宁中草药有限公司在完成项目展示
后，立刻获得300万元的投资意向。

“龙门创将”中国联合发起人、汉
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腾波说：

“在‘龙门创将’的比赛现场，创业者
总能听到这样的话：有什么是平台可
以帮到你们的？有什么是平台能够
去做，可以让你们做到更好的？我们
面对的创业者，是一个需要得到帮助
的群体，而‘龙门创将’就是一个有爱
心、有温度、有责任的平台。”

截至 2018 年 3 月，首届“龙门创
将”中国参赛选手中，有三成在赛后
获得了新一轮融资，新增融资规模达
到2.23亿元。

正如安德鲁王子所说：每个人的
项目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比赛会挑
选创业项目，但不代表没晋级的项目
就不是好项目。“你们每一位都是我
朋友圈中的伙伴，我们是一个团队，

‘龙门创将’要做的就是帮助所有人
增值。”

推动社会发展

“龙门创将”不仅关注经济效益
增长型的项目，也非常关注对社会发
展有巨大推动力的项目。

第二届“龙门创将”中国赛区组
委会与创业合作平台从2万余个创新
创业项目中，最终评选出42个参赛项
目。打开42强创业项目名录，你会发
现，这里简直就是体现中国技术与文
化创新的缩影。其中，有医疗领域针
对癌细胞的治疗技术，有先进而充满
人文色彩的可穿戴医疗器械，有落地
到金融及汽车领域的语音大数据分
析，还有远程教育协作平台，传统中
医药的创新应用，虚拟现实产品的新
型 运 用 ，新 颖 的 中 国 汉 字 应 用 系
统等。

本 届 比 赛 中 最 年 长 的 创 业 者
——北京郑码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的郑珑今年已经 78 岁高龄，却一
直坚持在创业一线。她表示，目前
中国还有近9万个生僻汉字无法实现
信息化。她和团队研发的产品“汉
字通”有8.6万个汉字，包括中国人
名、地名所用的全部冷僻字，兼容
多种操作系统，这为解决冷僻汉字
的输入问题扫清了技术障碍。“在信
息时代，更不能把这些汉字丢掉，
我们要致力做好汉字信息化最后一
公里的解决方案。”郑珑对经济日报
记者说。

“中国创业者希望他们的创业项
目被世界所了解。他们以自己的方
式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中国创
新的力量，他们用行动展现中国科技
创新的价值，这让我们感到骄傲。”

“龙门创将”中国联合发起人、依文集
团董事长夏华说。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优化创新
创业环境，加快建设众创空间等创新
创业载体。目前，中国已经拥有4200
多家众创空间、3000多家科技企业孵
化器、400 多家企业加速器和 150 多
个国家高新区，形成了创新服务的一
个生态网络，服务于近40万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

安德鲁王子指出，中国的参赛
项目申请数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这与中国对创新创业的重视和鼓励
是分不开的。在“双创”政策的引
领下，以中国为源头的创新技术逐
渐成为推动世界科技发展的重要
动力。

走向国际舞台

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将为全球
经济带来活力，为世界注入源源不断
的“中国信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
“走出去”已成为必然。过去，只有企
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才有能力涉足
国际化布局。如今，由于技术的发
展，借助“龙门创将”这样的国际化平
台助力，不少初创企业也迅速具备全
球化的视野，可以一启动便进行全球
化的布局。

“我们把‘龙门创将’引进中国很
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给中国创
业者搭建一座国际化桥梁。让他们
在创业之初，就有国际化的思维。”夏
华认为，基于全球视野来思考创业项
目的前景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创
业者迫切需要国际化的推动，需要全
球化的平台。

自 2016 年“龙门创将”在中国
落地以来，通过广泛对接中英两国
优质的创新创业资源，促进了两国
创新创业者和项目、资本、企业间

的沟通交流。
目前，“龙门创将”创业孵化公益

平台已在全球扶植了超过 1371 个创
新创业项目，获得了全球科技界、产
业界、创投界的青睐。首届“龙门创
将”中国赛区的优胜创业项目大艾机
器人在全球总决赛中荣获第2名的优
秀成绩，并成功融资近5000万元，充
分展示了中国创业项目的高水准。

“中国创业者走向国际舞台，也
是在向全球展示中国创业者朝气蓬
勃的精神风貌。”杨腾波说。

“我们将进一步支持‘龙门创将’
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在中国扩大影响，
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创投机构、金融资
本和创新创业者参与进来，努力将其
打造成中英交流的高起点合作项目，
为两国科技发展和创新创业，特别是
初创和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支持和服
务。”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

舞台中央的创业者，既是当下的
主角，也是未来的主角。面向未来，
中国还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良
好的环境欢迎全球各地的创新创业
者，促进科技项目、资金、人才等各类
资源在全球流动共享，为世界经济和
社会发展作出中国贡献。

我不太愿意将“龙门创
将”看作一场创业比赛——因
为它实在不符合传统比赛的定
义：它淡化名次概念，甚至在
半决赛中“淘汰”的创业者依
然有在总决赛中展示项目的机
会；它不评价创业项目好或不
好，但它会询问每一个创业
者，自己的创业诉求是什么。
在我看来，“龙门创将”更像是
一个联系彼此的平台，其扮演
的身份是“伯乐”，而非“裁
判”。它所强调的实现“为创业
者增值”的过程，其实也就是
如何为创业者服务的过程。

一个小细节是，在比赛当
中，每名参赛选手呈报创业项
目的时间只有 3 分钟，陈述过
程 中 只 允 许 展 示 一 页 静 态
PPT。如何在短时间内向评委
展示自己的亮点，是很多创业
者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就在
赛事举行前一天，组委会安排
了行程紧张但内容丰富的实战
训练营。在分组讨论中，所有
创业选手都能与龙门创将校
友、行业专家、企业家等不同
角色的导师近距离接触，探讨
如何进行PPT制作、路演如何
准备、公众演讲技巧等。不仅
如此，训练营还为参赛选手传
授了行业最前沿的税务管理、
员工股权激励等公司管理类实
用知识。

细小举措，对创业者来说
意义重大。回想三四年前，在

“双创”政策实施初期，创业服
务的主要内容是提供场地、水
电费减免等优惠政策，而如今
创业服务业早已从早期提供场
地的1.0时代，发展到为创业者
提供“资金+服务+经验+资
源”的4.0时代。近年来，创新

创业服务不断优化的过程，其
实也是创业者成长的过程。随
着创业者的需求日益多元化、
个性化、国际化，创业服务不
仅要给他们支持，还要给他们
能展开“头脑风暴”和“持续
充电”的机会。这也给目前创
新创业服务业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创业者在变，配套的创新创
业服务也应求变。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目前，在传统政府主
导型创业服务机构模式之外，很
多新型创业服务机构依靠灵活
的服务模式，紧密联系创业者，
解决创业者的相关需求，逐步成
为创业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未来，创业孵化器应该不断
顺应市场形势变化，更贴近市
场，满足创业者的多种需求。

“双创”环境不断优化，“双
创”政策逐渐深入，为这一领域
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可
以想象，未来和创业相关的服务
业将成为一笔大生意、一门大学
问，更专业化、更国际化。创新
创业服务机构也应从“我能提供
什么”向“我能为你提供什么”转
变。当然，创业的全要素孵化无
法从创新创业服务业自身产生，
还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不
断为创新创业服务牵线搭桥，实
现创业全产业链的资源分类和
融合，让创业企业能够与科研机
构、行业企业、市场、投资人等有
更多交流和对接的机会。同时，
创业服务也要针对创业者不断
变化的需求而创新，对创业的链
条更加细分，实现资源的聚集、
整合和共享。从这个角度说，我
国创新创业服务业将有非常广
阔的发展空间，而“龙门创将”无
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示范。

在第二届“龙门创将”全球创新创
业大赛中国赛区总决赛上，专攻自动
驾驶技术的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利用人工智能开发无人销售的图灵通
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及推广中国
传统刺绣技艺的依文·中国手工坊从
42个参赛创业项目中脱颖而出，将于
今年底赴英国伦敦与全球竞争对手们
一决高下。同时，由网络评选出的致
力于开发在线汉语教学平台的杭州儒
西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中国赛区“人
民选择奖”。这些项目是如何脱颖而
出的？部分创业者与经济日报记者分
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小马智行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
年年末成立，旨在为全球提供最先进、
最安全、最可靠的自动驾驶技术。今
年 2 月，小马智行在广州发布了中国
第一支公开道路日常运营的无人车
队。自 2 月份以来，小马智行在中美
两地成功进行了白天和黑夜全场景全
天候的持续道路测试。

“团队的目标是将最前沿的自动
驾驶技术带入千家万户的日常出行，

并带领交通运输领域的革命性突破。”
项目呈报人、小马智行公司战略发展
部施雨说，“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参赛
挑战是，小马智行研究无人驾驶技术
的算法系统，怎样在有限时间里讲给
大家听，还要能听懂，这是我们遇到的
一个难题。后来我们就想到回到创业
的初衷，也就是为什么当时要做无人
驾驶这件事情，我们聚焦人们在生活
出行中遇到的痛点和难点，目的就是
要引起大家共鸣”。

图灵通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在
全球首创了YI Tunnel AI无人收音
机和商用AI智能售卖机，受到业界关
注。“坦白说，企业过了初创阶段，很难
再去参加创业比赛了。但这一平台吸
引了很多非常成功的创业企业。在这
里能够得到大咖级别的指导和帮助，
非常荣幸。”图灵通诺（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创始人吴一黎说。

基于海外学生的需求，儒西科技

有限公司主营项目“Hi-China 华说”
在线汉语教学平台，自主研发APP和
教学课件，旨在将汉语传播到世界每
一个角落，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合
作。目前儒西科技主营项目“Hi-
China华说”在线汉语教学平台PC端
和手机端开发完毕，并于2018年5月
上线。

“可以说，‘龙门创将’是一个特别
有效率的平台。我们的公司是入围
42强中规模最小、营业时间最短的一
家公司，但是这几天已经有七八家投
资机构找到我们，表达了浓厚的兴
趣。随着国家影响力提升，对外汉语
教学有巨大潜力，未来有机会对接更
多国际性资源。”儒西科技有限公司创
始人王川说。

王川告诉记者，他们希望将中文
和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让世界更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加融入
世界。

“在今天的现场，我们请
来了一位80岁的老人家，她是
一位苗族的绣娘。请汤奶奶跟
大家打个招呼吧！”6 月 1 日，
在第二届“龙门创将”全球创
新创业大赛中国赛区总决赛的
舞台上，一位特殊的客人登上
了舞台。

当汤奶奶现场表演苗绣技
艺的时候，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依文·中国手工坊项目呈报
人丁雪告诉经济日报记者，通过
签约中国手工坊项目，如今汤奶
奶的年收入已经达到 50 万元。
在总决赛进行项目呈报时，丁雪
身着裙子的图案，就是布依族刺
梨花的衍生纹样。“15 年前，我
们在大山深处找到了这样一群
绣娘，她们不识字，甚至不会写
自己的名字。但是让我们感到
惊讶的是，他们不用任何草稿，
不用尺子、不用电脑排版，就能
够完成非常惊艳的手工作品。
更有趣的是，这些手工作品的背
后，承载着一个民族上千年的历
史和文化。但是快速运转的商

业化，让很多手工艺正在消失。”
丁雪说。

丁雪认为，中国传统的刺
绣、雕刻、纹饰、蜡染、唐卡等手
工艺在国际上很受欢迎，通过构
建线上数据库，让国内外设计师
在网络上下订单，有助于传承中
国传统手工艺，让传统手工业者
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也为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贡献了力量。经
过角逐，中国手工坊项目成功入
围第二届“龙门创将”全球创新
创业大赛中国赛区总决赛前三
强。这意味着，来自大山的优秀
工匠有望走出国门，向全世界展
示自己的技艺。

“目前，中国手工坊已经建
立了几百个村寨绣梦工坊，拥有
8000多位签约绣娘、4000余种
传统纹样基因图案。我们希望
用公益的心、商业的手法，探索
出一种可复制的精准扶贫模式，
让手艺人可以‘喂着鸡、养着鸭、
抱着娃、绣着花’，改变大山里成
千上万手工艺人的命运。”丁雪
说。 文/白 丁

小马智行公司战略发展部施雨在
第二届“龙门创将”全球创新创业大赛
中国赛区半决赛上，讲述公司的创业
初衷。 本报记者 韩秉志摄

第二届“龙门创将”全球创新创业大赛中国赛区参与者合影。 刘 宏摄
在第二届“龙门创将”全球创新创业大赛中国赛区训练营，创业者向导师演

练项目呈报。 本报记者 韩秉志摄

签约依文·中国手工坊项目的苗族绣娘在第二届“龙门创将”全
球创新创业大赛中国赛区总决赛现场展示刺绣。 吴广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