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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部讲述“90后”大学生创业
故事的电影《青春不留白》上映了。银
幕上，主人公的奋斗与付出体现了当代

“90后”的精神面貌；银幕外，1991年出
生的叶少翔，带领着木槿校园（上海）影
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槿校园
影业”）的“小伙伴们”，也在燃烧着他们

“不留白的青春”。
“我想为‘90 后’正名，我们是有上

进心、有担当的一代。我也想为中国电
影做点事，打造专属于大学生自己的影
院，让他们不出校区就能看到优秀影
片。”叶少翔告诉记者。正是这样的信
念，让他选择了创业，也支撑他一路走
到今天。

牵手电影不易

叶少翔身上有着“90 后”特有的敢
想敢干的劲头，他与校园影院的“结缘”
也是敢想敢干的结果。

从一所艺术类学院主持人专业毕
业后，叶少翔向深圳电视台投了求职简
历，结果石沉大海。不服输的他跑到电
视台问个究竟，谁知这股子执拗劲儿竟
然受到了青睐，他也由此成了一档美食
栏目的实习生，后来还当上了正式编
导。叶少翔回忆说：“那时候的日子挺
滋润，没负担、没烦恼。可当身边一些
做电影的朋友侃侃而谈那个令人向往
的大银幕时，我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于是，他辞职做起了婚礼策划，后
来又在机缘巧合下进入了一家电影公
司，负责寻找投资项目，并借此一步步

接近了他的“电影梦”。
几次转行让善于思考的叶少翔嗅

到了一丝机遇的味道。“我国的电影票
房每年都在增长，这个市场肯定值得
做，但不能仅仅想着成为制片方，还要
争取掌握院线渠道，进入上游产业链。”
此时的叶少翔已经少了些年轻人的毛
躁，多了些成年人的沉稳。

切入院线肯定是个好方向，但该从
哪里切入？叶少翔看上了大学校园。

叶少翔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群体的观影需求巨大，票房贡献率
占比较高，但有些校区位置相对偏远，
给学生观影带来了一定困扰。“看场电
影要跑那么远的路，任谁都会感到不方
便，自然会影响观影频次。既然走出校
园看电影太麻烦，我就把影院搬进校
园，放给在校师生看。”叶少翔说。

想明白了这些事，叶少翔再次辞
职，决定趁着年轻闯一闯。他带着父母
的1.5万元“投资”和两位被他“忽悠”来
的小伙伴，来到电影产业发达、高校集
中的上海，赶在 2014 年 12 月 30 日、新
年钟声敲响之前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也是在这一天，刚刚23岁的叶少翔多了
一个身份——木槿校园影业董事长。

创业几多艰辛

木槿校园影业在起步阶段出乎意
料地顺利。带着厚厚一叠材料来到上
海交通大学的叶少翔，已经做好了无数
次登门的准备。谁知，在说明意图和未
来规划后，对方立刻同意了。双方很快

签下了将学校礼堂改造成校园影院的合
同，敲定了2015年7月13日开始施工的
日期，这让叶少翔的信心又增加了不少。

可生活总喜欢在你最得意的时候，
给你个“下马威”。叶少翔本以为，凭借
之前在电影公司工作时积攒的人脉，筹
钱环节也会一切顺利，可这却偏偏成了
逐梦路上的第一道坎。

“他们觉得投资拍电影可以，但投
资建影院风险太大，不碰为妙。”叶少翔
说，情急之下，他开始学着电视剧里演
的那样，“扫楼”找风投。“那时候，我在
上海闵行区租了一间地下室，每天早晨
穿上最得体的西服出门，挤1个多小时
的地铁到陆家嘴谈投资。这一幕特别
像电视剧里的桥段，甚至我还幻想着能
在电梯里碰到投资人。”叶少翔用轻松
的语气聊着自己当年的天真。

虽然“扫楼”没能“扫”出盼望的风
投，却帮他与上海大学生创业基金会结
了缘，拿到了 20 万元的无息贷款。当
然，还有推介的机会。可又让叶少翔没
想到的是，推介虽然成功，结果却不怎
么样。投资人都认为，20岁出头的年轻
人建影院这样的实体不靠谱，纷纷没了
下文。此时，已经是 2015 年 7 月 6 日，
距离开工只剩7天。

就在叶少翔几乎绝望的时候，“神
转折”出现了。7 月 11 日晚上，参加过
推介的一位投资经理打来电话，表示愿
意个人投资100万元，这才解了叶少翔
的燃眉之急。

梦想照进现实

在叶少翔和他的小伙伴们入局校
园影院领域的时候，市场上其实已经有
一家类似的企业存在。叶少翔仔细分
析了这位竞争对手，并从对方的失误中
找到了自己前行的方向。“他们放映的
影片比较老旧，几乎都是已经下线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成本比较低，但同时也
意味着天花板很低。我不想这样，我们
想做的是同步放映。只有同步放映，才
能更好服务学子们，提升大家的观影体

验及频次。”
想清楚这一点后，叶少翔开始忙碌

起来。他一边推进上海交通大学校园
影院改造建设工作，一边频频拜访上海
电影集团，并与其达成长期合作意向，
与其它院线同步上映最新影片。唯一
不同的是，在校园影院观影的师生们可
以享受更为低廉的价格。

当然，同步放映不等于同步全部放
映，木槿校园影业对于在校园影院上映
的影片有着严格的甄选标准。“有专家
表示，看50部有质量的影片会改变一个
青年人的世界。所以，在我们的校园影
院里，恐怖片不放，暴力低俗片不放，有
瑕疵的影片不放，‘电影党课’免费放。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电影放映也应
以不影响学生学业为前提，多安排在傍
晚或周末，不会全天排片。寒暑假期
间，影院也不会向社会开放，我们会利
用这段时间对设备维护升级。”叶少翔
说，他也会常常“混”在观影的学生中，
听他们讲对影片和校园影院的感受，以
此确定改进方向。

严格选片，平价观影，追踪体验，
一切的一切都证明，成立近 4 年的木
槿校园影业和只有 27 岁的叶少翔无
比靠谱。因为靠谱，从上海出发的木
槿校园影业足迹已遍及 11 个省份；因
为靠谱，在拿到天使轮投资后，木槿校
园影业又在 2016 年获得 Pre-A 轮融
资 1200 万元，2017 年 7 月份获得 A 轮
融资 500 万元，同年 11 月份获得 B 轮
融资3000万元。

按照叶少翔的规划，今年9月份，影
院APP将上线，今年之内，公司预计将
签约50家至80家影院，开业30家至50
家。“木槿校园影业要做的是把优秀影
片送到学子们身边，培养他们的观影习
惯。等铺到100家以后，我打算在这些
高校中举办微电影大赛，从在校学生中
发现好 IP，帮助他们圆自己的电影梦，
也为中国电影‘走出去’储备人才。希
望有一天，这里能诞生全球知名的电影
人，诞生享誉世界的中国电影。”叶少翔
又为自己和木槿校园影业设定了下一
个更高的目标。

无论春夏秋冬，每逢风平浪静、适合
海钓的天气，位于青岛银海游艇码头的
航铭海钓俱乐部便会忙碌起来。为钓友
们分配船只，往船上搬运钓具、生活用
品，不一会儿，钓鱼艇就纷纷驶出码头，
在海面上犁出一道道欢快的浪花。

每每看着远去的小艇，青岛金海富
源海洋实业有限公司旗下航铭海钓俱乐
部负责人孙源都会从心底感到快乐。“最
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要发 10 多班钓鱼
艇，服务100多名钓友。”孙源说。

“海钓是公司新开发的板块，也是
我们建设海洋牧场10多年来，大海给予
我们的新馈赠。海洋生态形成良性循
环，大海自然会给予人类更多回报。”青
岛金海富源海洋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刚告诉记者。

金海富源是依托海洋产业发展起
来的老牌企业。过去，公司主营业务为
海参鲍鱼育苗，曾占据青岛市海参鲍鱼
种苗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随着市场
份额的扩大，金海富源注册了崂山鲍鱼
和崂山海参商标，之后便开始收购海域
资源。

“当时，许多人都觉得我太傻了，为
啥要花这么多钱去买海。”陈刚回忆说。

后来，更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
了。本以为，金海富源也会像其它养殖
户一样，在海边垒个池子养点什么，可
事实并非如此。公司又花大价钱买了
石头扔进海里，这是干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海洋牧场。”陈刚不

久后就给出了答案，“当时养殖环境已经
发生了很大变化，近海养殖导致海区污
染逐渐加重，养殖产品品质逐年下降。
因此，建设海洋牧场成为大势所趋”。

“建设海洋牧场的思路与建设陆上
牧场差不多,都是通过人为介入改善环
境，让生物在自然中摄食、繁殖。”陈刚
说，从2005年开始，金海富源在青岛率
先投资建设海洋牧场。他们在青岛近
海适合的海域投放了许多从一、二百斤
到1吨大小不等的石块。石头沉入海底
后,会先长浮泥，浮泥上又会长出一层
薄薄的海藻，招来海蛎子和海星安家。
当海泥达到一定厚度，海藻也渐渐长
大，鱼虾蟹贝就会自然聚集起来，形成
初步的海底生态圈。“迄今为止，我们
共投资近 2 亿元，建成 2 万多亩海洋牧
场。经过 10 多年的生态修复，所有牧
场均已形成良好的海底生态环境。”陈
刚说。

数据显示，1 亩“海洋牧场”的造价
约在30万元左右。“投放的海参、鲍鱼要
达到成品规格，得花费3年甚至更长时
间。所以，这些年我们基本是只投入无
产出。”陈刚说，多年的持续投入虽然

“让人心疼”，但也是必需的，因为这代
表了海洋产业转型的方向，需要提前布
局才能更好介入。

如今，金海富源终于迎来了收获
期。“现在我们的‘海洋牧场’基本成了

‘海底银行’。我们的潜水员经常会捞上
半斤一个的大鲍鱼、4个一斤的大海参，

这些野生环境里产出的鲍鱼、海参平均
售价能高出市场价约一倍。”陈刚说。

更让陈刚高兴的是，海钓产业也逐
渐兴旺起来。最初，他们只是打算在海
洋牧场海域划出一小片钓场“试试水”，
没想到这里鱼类资源实在太丰富，钓客
们不仅能钓到常见的鱼类，还经常收获
烟仔鱼、鬼头刀等青岛市场难得一见的
鱼种。越来越多专业钓客闻风而来。

“现在我们俱乐部的注册会员已经超过
4万人，除青岛本地人外，还有很多来自
北京、天津、上海的会员，钓客数量每年
以80%的速度增长。”孙源说。

如今，航铭海钓俱乐部的专业海钓
已形成多条路线，有夜钓、白钓、岛钓、
船钓，并且从远到近划分了多个钓区，
服务也更加周全。目前，他们正在拓展
休闲海钓，让从没钓过鱼的“菜鸟”也过
把瘾。

“休闲海钓发展很迅速，目前已经
占到海钓业务3成的比例。”孙源说，目
前自己最头疼的是钓客增速太快，如果
不加强管理，难免会出现竭泽而渔的情
况。为此，他们不仅每年都会封闭钓场2
个月至3个月休养生息，还倡议钓手“抓
大放小”，钓到300克以下的鱼放生。

“只有把海洋生态保护好了，才能
实现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陈刚告
诉记者，海钓的产业链很长，专业服装、
钓具、钓船等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像
专业钓具，仅假饵每只就需要数百甚至
上千元；再譬如专业钓船，仅配备一个

好鱼探就需要几十万元，配备的雷达要
能在浓雾中航行，这些都是高价值的装
备。”他初步估计，仅青岛市海钓产业规
模就能达到20亿元。

有报道显示，美国海钓产业早在
2014 年就达到了 600 亿美元的规模。

“海钓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远没到
爆发期。在不久的将来，达到上千亿元
规模应该不成问题。”陈刚分析道。

近日，知名二手手机自
营平台找靓机在北京举行发
布会，宣布完成 7000 万元
A+轮融资。

今年以来，一级市场上
融资难度加大，找靓机在此
时完成融资在业内引起不小
关注。

找靓机于2015年12月
正式上线，是一家定位于“二
手 3C，正品特卖”的 B2C 商
城。该平台投入运营不到3
年时间，累计用户超1300万，
日活跃用户达40余万。

找靓机创始人兼 CEO
温言杰从大学时代就是一名
超级手机发烧友，毕业后也
做过不少手机方面的创业项
目。2015 年 10 月份，温言
杰意外发现二手手机需求极
其旺盛，远超预期，因此决定
进军二手手机业务市场。

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
二手交易市场规模呈现爆发
式增长。截至2017年年底，
我国闲置物品交易规模已达
5000亿元，并以每年30%以
上的速度增长。其中，以二
手手机为代表的二手 3C 交
易市场成长空间尤其巨大。

“这个市场最大的问题
是鱼龙混杂。二手产品先天
带有非标品的标签，无质量
保障是最大的‘行业痛点’。
再加上很多行业企业不重视
售后服务，消费者的使用体
验得不到保障，自然越来越不信任二手交易市场。”温言杰
坦言，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二手交易“做不出大名堂”。

在温言杰和他的创业团队看来，掌握供应链是解决
二手交易信任问题的“金钥匙”。为此，找靓机先后与国
内700余家供应商建立直接合作关系，通过B端供货模式
为交易提供强大的供应链保障。“B端供货模式既能保证
产品数量，又能保证产品质量，可以支撑找靓机的快速发
展。我们的定位是‘二手3C，正品特卖’，所以必须坚持
B2C纯自营，确保为用户提供合法合规的原装正品。”温言
杰说。

解决了供应链并不意味着就高枕无忧了，随之而来
的质检问题对于找靓机的生存发展也至关重要。高标准
的质检是二手3C的生命线。为此，找靓机与供应商签订
协议，要求供应商在供货之前必须完成初检，之后还要预
留7天质检期，为找靓机自己的质检中心开展二次检测
留出时间。

温言杰告诉记者，找靓机目前已建立起高标准的质
检体系，每台手机都要经过25道外观检测、52项功能检
测、30 分钟真实场景使用、30 分钟大型游戏跑分测试、
120分钟耗电测试、500张照片连拍等才能进入售卖环
节。“强大的质检体系是我们的底线、生命线，也是核心优
势之一。”温言杰说。

互联网时代，流量对于平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
移动互联网本身的流量红利几近结束的情况下，找靓机
该怎么办？温言杰团队的选择是“电商+新媒体”双轮驱
动的商业模式。据找靓机COO胡伟琨介绍，找靓机采取
的方法是搭建自媒体矩阵，利用优质内容为电商平台导
流，电商平台赚取的利润又可以反哺新媒体的内容创新。

如今，找靓机在新媒体平台上的百万粉丝账号多不
胜数。借有趣、有聊、有料的内容，一批又一批粉丝纷至
沓来，既抵消了巨量的广告投放，又可以紧密契合年轻人
的生活娱乐方式。截至目前，找靓机旗下已经拥有50多
个自媒体账号，全网粉丝量超过2500万，日均播放量达
6000万次，累计播放量200亿次。随着找靓机新媒体矩
阵粉丝用户转化率不断提升，其对销售的支撑作用也愈
发明显。

这种以辅业驱动主业的商业逻辑，让找靓机电商业
务获得了强大的内生增长力。

“与其他电商相比，我们有媒体，而且媒体流量很便
宜；与其他媒体相比，我们有钱，因为电商提供的充足现
金流能够支撑媒体的发展。未来3年，找靓机将继续投
入10亿元用于原创优质内容创作。”胡伟琨说。

“找靓机自上线之初便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即成为国
内二手 3C 行业的楷模，打造业内的第一品牌。截至目
前，找靓机的单月营收已经突破1.2亿元，GMV（一定时
间内商品交易总额）突破4亿元，占据二手3C数码特卖
电商首位。”温言杰表示，自己和团队都不会满足于此。
未来，找靓机还计划进军租赁市场，并继续提升新媒体与
供应链建设力度。

“目前找靓机的B轮融资也在洽谈中。”找靓机有关
负责人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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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学聪 梁剑箫报道：北汽集团南非
工厂第一辆车日前正式下线。

据介绍，北汽南非工厂是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建设
的规模最大汽车工厂。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将双方的
合作称为“金质合作”，寓意为把握金砖合作提供的重要
机遇。“要以更深层次的战略对接，凝聚团结互信的‘金质
内核’；以更深层次的优势互补，筑牢互利共赢的‘金质基
石’；以更深层次的创新驱动，打造共同发展的‘金质引
擎’；以更深层次的人文交流，拉紧文化融合的‘金质纽
带’。”徐和谊表示。

资料显示，北汽南非工厂于 2016 年 8 月份正式奠
基。工厂建设分两期实施，其中一期将逐步实现5万台
的年产能。工厂将于今年年底投产，可生产制造北汽旗
下乘用车、越野车、轻型运载车等汽车产品，并有望成为
北汽集团立足南非，辐射非洲大陆等海外市场的重要汽
车生产制造基地。

“北汽南非工厂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独资境外工厂。
它是根据南非工业发展情况打造的涵盖研发、采购、生产、
销售及金融服务等全产业链的生产基地。该厂以整车制
造带动零部件、物流仓储等自有业务，预计5年内将实现
60%零部件本地化供应。”北汽南非项目负责人表示。

北汽南非工厂首款车下线

木槿校园影业：

赴一场与电影的青春之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牛 瑾

金海富源海钓板块发展迅猛——

别 人 养 鱼 我 养 海
本报记者 刘 成

图为航铭海钓俱乐部钓友展示
自己刚刚钓上来的大鱼。

（资料图片）

上图 木槿校园影业

上海师范大学影厅内景。

（资料图片）

左图 在上海工程技

术大学内，一名学生正在

购票。

本报记者 牛 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