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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创客奔跑“ ”
———湘潭经开区“福利套餐”鼓励创业创新

文 /�曹辉 蒋睿 徐慧 李一凡 图 / 钟泉

8 月 19 日上午，一场以“全民创业，成就梦想”为主题的项目集中路演活动在湘潭经开区

“九华创客汇”举办。 此次活动是“九华创客汇”成立以来举行的首次项目集中路演活动，也

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指导意见的一项实际行动。

作为长株潭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的示范区，国家级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鼓励大众

创业，近期连连拿出“真金白银”，推出一系列实招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福利套

餐”包括“启动资金 + 贷款贴息”、免费开放“创客汇”、租厂房补贴等多项优惠政策。

300 万元资金帮创客圆梦

创新创业当创客，成为当下不少年轻人
的梦想。然而，启动资金、银行贷款等一道道
现实的“门槛”让很多创客徘徊在创业的门
外。

从 2015 年起， 湘潭经开区管委会设立
创新创业扶持资金，以提供创业启动资金或
创业贷款贴息的形式，每年拿出不少于 300
万元，专项用于扶持自主创业项目和小微企
业发展。

据了解，湘潭经开区将为符合条件的创
业者提供创业启动资金或创业贷款贴息：根
据项目市场前景、潜在经济社会效益等综合
条件，给予 10 万元以内启动资金扶持；根据
项目市场前景、生产经营效益等综合条件给
予一年以内贷款贴息扶持，贴息扶持额度为
单个项目单笔贷款 100 万元以内。

高校毕业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能否妥
善解决好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配置好这一人
才资源， 关系民生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
湘潭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喻湘介绍，创业启动
资金优先支持高校大学生，大学生创业缺少
的是资金、政策和实战经验，希望帮助有创
业梦想和激情的年轻人圆梦。

在就业多元化的市场，不少年轻人热衷
创新创业，当一回创客，但裹足不前甚至放
弃的“头等大事”是缺少资金，小额贷款虽然
能助一臂之力，但在创新思维到付诸生产力
迅速更迭的时代，跑半年才拿到贷款的“效
率”，远远不能满足创客们的需求。

同时，启动资金、银行贷款等一道道现
实的“门槛”让很多创客徘徊在创业的门外。
为帮创客们解决资金这块短板，让他们更容
易施展身手，湘潭经开区最新发布的《创新
创业扶持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为创客们“雪
中送炭”。

“看到文件，让我们创业有了底气，开展
创新项目时更能得心应手，动力十足。 ”李玉
飞是亲返网总负责人，月初与其他 5 家创业
团队入驻九华创新创业基地。他所运营的亲
返网，是一款第三方合作平台，目前与淘宝、
京东等电商展开合作，针对用户消费，进行
定额返利。他说，项目启动伊始，多亏了湘潭
经开区的大力扶持，“为我们年轻人打开创
业门路”。

门槛降低后，中小型公司会增多，但也
可能会有人趁着门槛要求放松的形势，在设
立公司后的运营过程中，心存侥幸地“为所
欲为”。门槛虽降却不能放任自流，要给创客
们增加可靠保障， 这就要切实做到有力监
管，帮真正有需求的创客们实现梦想。

为此，湘潭经开区特地成立了创新创业
扶持资金评审委员会、 审计局及监察局，让
资金扶持政策逐步规范化，降低运营过程的
风险性， 让创客们真正无所顾虑地创新、创
业。

据介绍，创新创业扶持资金所扶持的企
业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扶持的使
用范围和条件，实行专款专用，对擅自变更
资金用途，或弄虚作假骗取资金的，一经查
实，全额追缴并取消今后享受创新创业扶持
资金的资格，对于情节严重的甚至还将追究
法律责任。

“创客汇”提供免费众创载体

位于湘潭经开区内的创新创业园大楼 4
楼，最近成为创客们的乐园。一个高约 30 厘米
的机器人跟随节奏，不仅能跳“骑马舞”，还能
按照指令学动作、打招呼，引来一大批围观者。
另一边，3D 打印机打印出时下最流行的玩偶
“大白”，大家兴奋地围观。

在这里， 创客们可以免费使用办公桌椅、
传真机、宽带接入、投影等基础办公设施；在这
里， 创客们可以接受知名创业导师的悉心指
导；在这里，创客们可以进行项目路演，将自己
的创意与产品向专家、 同行乃至风投进行演
示、介绍，获得帮助。

这就是九华为创业者们精心准备、免费开
放的“创客汇”，旨在为创业者提供良好的工作
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和资源共享空间。

九华创客汇总面积约 350 平方米，是专门
为创客们打造的公益性创业平台，主要分为创
客交流区、造物区、项目路演区、导师指导区和
工作区五个功能区，可为创客们免费提供办公
场地、智能 WIFI、云计算平台、基础加工设备，
以及政策引导、资金融通、创业辅导、商务秘书
等孵化服务。

今年 7 月，九华创客汇已完成全部建设并
投入试运营，深受共青团湘潭市委、湘潭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 湘潭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工程学院等高等院校的关
注。 截至目前，创客汇先后吸引了一大批创业
者们前来咨询。 通过筛选，已确定乐享校园、趣
换二手交易平台、智骨文化等多个移动互联网
类项目入驻。

创新创业园还将定期与区内高校各学院
开展导师创业项目、 大学生创业项目对接会，
开展创业意识讲座、各类推介会等活动，鼓励
和推进创新创业。

入驻创新创业园的创业者可免费使用“智
慧九华”众创平台，免费发布众创项目。 湘潭经
开区投资建设云计算数据中心， 向符合条
件的互联网创业者免费提供数据中心
级业务服务，让创业接轨“云时代”。

10 万元资金重奖“创业之星”

为了帮助创客们将梦想照进现实，湘潭经
开区还将为符合条件的创业者提供租金补贴、
参展补贴、“创业之星”奖励等福利。 优惠举措
鼓励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客们在圆梦的
路上，少了磕绊，有了更多政策福利“罩着”，皆
大欢喜。

新入驻企业根据企业性质、 注册资本规
模、员工人数及企业生产情况核定实际所需面
积，按照核定面积给予创业场所不高于 8 万元
的全额租金补贴，补贴期限为一年。第二年起，
可根据企业纳税情况给予一定的租金补贴或
减免。 对户籍不在本市的外来创业者，还可以
享受到为期一年的免费配套生活用房一间。

听到这个消息，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大
三学生周龙坚定了创业想法。“以前有打算过
毕业后自主创业，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迟迟
犹豫不决。”如今，周龙看到湘潭经开区为创客
们提供一系列福利，主修软件工程专业的他准
备明年毕业后， 与其他两名同伴来潭投身 3D
打印行业，“充分利用这个创业平台”。

在留住人才方面，湘潭经开区也给出了福
利政策。 区内湖南科技大学、湖南软件职业技
术学院、湖南吉利汽车职业技术学院 3 所高校
就读并承诺毕业后留在园区创业就业的大中
专学生，或毕业未满 2 年且与园区企业签订一
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大中专学生，首次在区内购
买新建商品住房的， 按大学阶段学费的 60%
比例给予个人学费补贴，购房入住后且在区内
稳定工作的， 按学费的 30%比例再给予装修
入住补贴。

为吸引广大创客来区投资兴业，在全区范
围内营造宜居宜业的良好环境，湘潭经开区在
促进稳定就业、鼓励投资兴业及提供优质公共
服务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除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该区还为落户本
地的创客们提供了优质公共服务，让每一位创
客都能享受到智慧城市带来的高品质生活。凡
在经开区投资兴业的创客，均可享受区内免费
WIFI 网络服务，可免费领取“九华居民卡”，持
卡可便捷了解和享受经开区免费公交、公共自
行车，免费数字电视、十二年免费教育、政策补
贴等各项惠民政策及公共服务，享受九华智慧
城市生活。

创业企业因业务需要，参加官方认可的展
会，经开区可按企业实际发生的展位费给予不
超过 2 万元的参展补贴。 湘潭经开区还对在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生产经营等方
面较上年有显著提高且在园区创
业企业中有较大带动、 引领和示

范作用的企业，授予“湘潭
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
之星”荣誉称号，并给

予 10 万元 / 家的
一次性奖励。

仲夏 7 月，一则“小伙伴们，去湘潭经
开区创业啦！ ” 的消息在微信朋友圈中传
开，引来不少群众纷纷围观。 由该区制定的
《湘潭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鼓励创新创业、
促进宜居兴业的实施意见（试行）》、《湘潭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创新创业扶持
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等“创客福利套餐”
点燃了众多省内外创客激情。 近日，笔者来
到湘潭经开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专访了
该中心主任李为光， 对优惠政策中的细节
问题进行解答。

问： 湘潭经开区给入驻创客汇的创客
提供相应的资金补贴和基础办公设施外，
还有哪些设施可以供创客使用？

李为光：目前，我们正在建造适合创客
创业的标准厂房，项目建设共分为两期。 1
期建设的厂房共有 7 栋，占地 215 亩，共 3
层楼。 租金按照楼层从低到高，依次为每月
13 元 / 平方米、12 元 / 平方米、11 元 / 平
方米。2 期厂房共有 2 栋，共 4 层，主要是用
于电商创业门类， 租金收取与一期厂房相
同。 厂房内还配备了相应的机械设备供创
客们使用。 此外，我们还兴建了 2 居室和 1
居室的创客公寓， 每个月的租金为 12 元 /
平方米。

问：目前有多少家企业孵化成功？ 对于
刚入驻的项目， 湘潭经开区将如何对其扶
持，使之成功孵化结果？

李为光：目前已有 1家企业孵化成功。 对于入驻项目的团队，我
们不仅会邀请知名创业导师进行悉心的创业指导， 如邀请相关专家
学者、企业家等举办专题讲座、创业培训等活动，还会邀请国内外企
业家、风投机构等相关行业的成功人士来参观创客汇的项目，让他们
与该项目的创办者进行投资洽谈，更好地搭建金融资源对接平台。

问：“创客福利套餐”已推出一个多月，目前已有多少入驻团队
项目进驻创客汇？ 湘潭经开区对入驻项目有哪些要求？ 又更青睐于
哪些方面的项目？

李为光：目前已有趣换网、“八哥说方言”等多家企业的项目入
驻。 对于入驻的项目，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入驻项目
也要符合经开区对环保条件的要求，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 目前，经
开区的项目以“互联网 +”相关方向的发展为主。但如今时代下，创业
思路不断推陈出新，如果创客们有更好的想法，九华创客汇欢迎更
多的企业项目入驻，铸就更大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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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汇”，让我们离梦想越来越近
郑拓宇

我是郑拓宇，今年 25 岁，毕业于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 毕
业后我曾在银行实习， 但很快我意识到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而创业比上班更有激情。 如今我回到家乡，正在带着我的团队
一起筹划创办属于自己的创业项目———趣换网。

我想建立的趣换网，是一种以全新模式运营的二手闲置物
品置换平台。 它以网上交易为主，也会有实体店门面开设。 趣换
网的评估师都具有五六年以上的丰富经验，会对寄售的商品进
行质量检测和报价评估，帮助卖家完善商品信息，再放到线上
去出售。 趣换网还可以在商品卖出前就付给卖家与所寄售商品
等价的虚拟货币“换贝”，让卖家可以提前用“换贝”去换购其他
心仪的商品。 此外，趣换网还配备了换贝提现和商品赎回等功
能，充分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由此实现商品的快速交换。

今年 2 月份时我便开始酝酿这个想法，经过 2 个多月的调
查准备，4 月时我开始正式着手建设自己的创业项目。 如今，我
所带领的团队已经发展成员到 11 人。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白手
起家的年轻人，没有资本投入、没有办公场所、没有人进行正确
的引导、没有一个坚实的平台可以依靠。 正当犯难之际，我在湘
潭经开区官网上看到了湘潭九华创客汇对创业者提供的诸多
优惠政策，我觉得它可以为我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便决
定尝试。

创客汇对我将建立的这种新颖的交易模式很感兴趣，也很
支持我的项目。 作为一个悉心打造的创业服务平台，它不仅为
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所和住房，还赞助了开办经费及银行
贷款贴息等福利政策。 此外，创客汇地处交通便利的湘潭经开
区，可以及时给我提供最新的资讯。 在创客汇，我结识了更多的
创业者和有志青年，大家在相互交流和学习中实现共赢。 对于
我这样的年轻创业者来说， 创客汇这个平台提供的一切资源，
都将给我巨大的帮助。 我期待自己的创业项目能顺利开展，让
我离梦想越来越近，让我的创业之路越走越稳。

筑梦空间

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电商基地。

美观大方的创新创业中心标准厂房。

智慧九华综合服务中心。

看，这批年轻的创客们。

湘潭经开区创新
创业服务中心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