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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不是简单的创意， 也不是简单的
研发，从一个创意到技术、从技术到产品、
从产品到商品、从商品到品牌，这是一个不
断锐减的淘汰过程。作为创业服务机构，我
们的核心诉求只有一个： 全面提升湖南创
业的成功率。

（一）融资服务不是双创服务机构的核心

一个创业从构想到初步成功有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创业构想，第二阶段构想实
施，第三阶段进入快速发展。在询问很多创
业者的困难时大多不约而同说是融资和团
队， 而在诸多创业服务机构中充分强调融
资和人才服务能力。

这显然是被一个人人 VC 时代所扭曲
的怪象， 也是被大众创业的喧嚣所激发的
怪象。 资本和人才都是追逐已经有所规模
和充满未来的公司， 但是一个粗放型的创
业构想， 显然是难以获得投资机构认同和
优秀人才的认同的。因此，创业服务机构需
要将服务前置到第一阶段， 在创业者创业
初始进行深度的辅导， 协助其进行顶层设
计、资本战略、产品计划、市场营销、内部组
织架构等， 真正的构建好一个创业发展轨
迹。当产品、用户、市场数据等一一呈现时，
投资机构和优秀人才自然蜂拥而至。

（二）把房东房客关系升华为成长伙伴关系

大多数的众创空间依靠办公室面积或
工位出租，而其他诸如法务、会计、工商等
配套服务，难以解决创业的成功率。这样的
租赁关系形象比喻就是房东和房客的关
系，房客从事的是什么生意？房客的生意能
否做好？都不是房东考虑的问题。而一些众
创空间的收费培训模式，以众创为旗，以培
训为实， 对严重缺少资金的创业者无疑是
涸泽而渔。

如何才能形成良性的成长伙伴关系呢？
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对创业团队的服务和辅

导进行价值测算，以此作为投资参股创业公
司形成股权关系，双方变成为真正的、有主
动投入意愿的成长伙伴。通过双方努力获得
成功，服务机构的投入便获得回报，倘若创
业项目失败其前期服务则化为乌有。

（三）创业导师和创业大赛是双创浪潮的引擎

中国二三线城市的创业者不是缺少投
资机构的投资，而是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该怎么做？想从事自己所熟悉的传统行业，
但那已经是满目疮痍， 想做时下热门创新
行业，但又不知道如何下手。

创业者首先需要优秀的创业导师，而这
些优秀的导师并不全是风险投资机构的知
名投资经理，诸多真正最优秀的创业导师应
该是在某个领域成功带领企业走向成功的
企业家，他们善于企业管理、产品规划和市
场营销，他们正是来自于我们发起的企业家
社交晚宴：金砖夜宴。 我们已经储备了超过
100位成功企业家和投资家作为创业导师。

创业大赛的核心价值是项目推广的冲

锋号，通过路演和创业大赛等机会，让更多
的人了解你的卓越构想， 他们或许是你苦
苦寻觅的合伙人、也可能是你的潜在员工，
你还会借此和投资人面对面沟通融资事
宜，还可以通过媒介的传播，让更多的人了
解你， 超越现场的一切资源都成为拥抱你
的可能。

2015 年我们举办了历时 4 个月的“飞
马旅寻找湖南创业创新 TOP50” 大赛，筛
选出 50 个优秀项目，已经有 3 个项目获得
数百万的融资，5 个项目签约获得孵化，2
个项目获得参加飞马旅全国赛马大会的资
格，并获得了优异的成绩。针对海选出来的
50 强我们还提供包括工业设计、 市场营
销、人力资源、合伙人股权处置等 8 节辅导
课程， 讲师中包括软银中国执行董事潘政
荣、清华大学工业设计创新中心杨波等。

2016 年 1 月 21 日，我们将在“走向万
物链接的未来： 湖南物联网创业项目路演
专场”中拉开序幕，100 场双创相关的活动
将会陆续上演。

双创时代，我们该为城市做点什么

湖南金贝珈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何洁

北京、深圳和上海基于无数的优秀创业
人才和良好的创业氛围以及与之配套的创
业公共资源，使得北京、深圳和上海的“双
创”服务变得更加简单和容易成功。 目前全
球创业孵化主要是美国 Wework 和 YC 两
种服务模式，其对应的是工位租赁和纵深孵
化服务。而国内的中关春创业大街只是无数
创业服务机构和空间的聚集，它是大众创业
时代的“百货大楼”。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中国的创业成功
率不足 3%， 美国创业成功率是中国的 7
倍，而这些创业成功者中绝大多数又集中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在各大创投机构
中，其重心很少关注二三线城市。 但是，境
内外的投资银行、并购基金、上市服务机
构等却非常关注二三线城市的优秀传统
企业， 多年来他们发展固然缺乏核心技
术、缺乏工业设计、缺乏品牌建设、缺乏互
联网工具、缺乏资本化和全球化。 但是，一
旦他们转型升级成功，将会极大地激活自
身和所在的产业。

因此，在中国二三线城市，传统产业的
转型创新更佳急迫，他们依托于既有的优势
进行有效的转型创新，无论从成功率和社会
价值、经济贡献都会快速和高效得多。 而大
众创业则需要进行深度的服务资源整合，构
建充分的服务体系、 建立先进的商业模式，
实现“双创”政策退市后依然具备强大的生
命力。

微创不能解救中国产业， 只有进化才
能新生。

在诸多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中， 所谓
的创新仅仅是简单的开通一个微信公众账
号、 支持移动支付、 对包装和广告全新设
计、开设淘宝京东网上商城等等，这样的微
渐式创新无法取得持续增长的创新能力，
只有对企业的基因进化改造， 才能焕发新
生命。

为此， 金贝珈蓝投资从如下几个方面
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和实践。

（一）整合全球资源探寻产业转
型之道

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涉及到诸多方
面，我们从四个层面着手。

首先，整合全球资源推进工业 4.0。 工
业 4.0 的前端是工业设计。韩国三星 15 年
前的座右铭就是“工业设计也是核心竞争
力”，而苹果的成功再次把工业设计的价值
推向巅峰。 我们邀请了包括韩国首尔设计
中心、瑞典国家级服务型工业设计中心、清
华大学创新设计中心、 中国十大工业设计
领袖彩格设计等机构，邀请全球 50 多位顶
级国际工业设计师成立金贝工业设计创新
联盟。 另一端则是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合
作，在工业 4.0 的无人制造中发力，核心聚
焦在无人制造中的可视化和自动控制两个
核心环节。

其次， 整合全球传媒资源推动中国产
业的品牌化建设。中国产业在过去 30 年经
历了两大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制造出
海， 将低廉的商品如洪水猛兽般倾销到全
球，赚取生产端的微利，在金融危机、反倾
销和汇率波动下利润荡然无存。 第二阶段
是资本出海，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资产暴
跌，以“安邦”和“复星”等为代表的中国资
产军团在全球秋风扫落叶般进行并购。 但

是，中国的产品依然没有在国外形成品牌，
无法得到消费者的品牌文化认同。为此，我
们与香港卫视进行战略投资成立了香港卫
视湖南分公司，同时邀请中华卫视、新闻集
团及在湖南的所有境外媒体， 以及互联网
时代的新媒体如秦朔朋友圈、万里挑一、东
家等，打造全球华语传媒中心，成为湖南产
业品牌化的策源地和湖南品牌全球化的助
推器。

在互联网＋和新营销时代，广告已经从
一个传统的媒体广告和互联网载体发展成
为泛广告化，任何一个商品、渠道、载体都成
为广告，因此，我们选择与天心区（国家）广
告产业园合作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一致认为
广告产业不仅仅是文化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的一个类别，更是长沙市乃至湖南省产业转
型升级的核心动力源泉，是长沙市乃至湖南
省城市文化品位提升的重要举措。

再次， 整合全球金融资源为湖南产业
插上腾飞的翅膀。 林林总总的金融类别中
金贝选择创投和海外并购两类私募基金。
与天心区政府、天心区（国家）广告产业园
管委会合作，联合设立创业投资基金，规模
1.5 亿元，主要投资方向为：大消费升级（如
设计、时尚、文化产品）、大健康、娱乐、智能
硬件。 与上海睿鲸资本联合设立海外精品
并购基金， 帮助国内优秀的成长性企业在
全球范围内寻求并购目标， 海外并购目标
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高门槛的技术、优秀的
制造能力、无可复制的品牌影响力，通过杠
杆并购， 以较小的投入短时间内换来绝对
的竞争优势。 我们为此邀请了全球顶级基
金管理人加入的基金管理团队， 他们来自
西门子亚太区技术部负责人、软银资本（中
国）、爱德蒙罗斯柴尔德等。

为了更好地为创业者服务、搭建湖南国
家级的众筹平台，我们参股中国知名创业服
务机构飞马旅旗下的众筹平台爱创业，成为
飞马旅爱创者湖南唯一城市合伙人。

最后，打造城市艺术空间，推动中国产
业文化化。千禧一代正在进入消费市场，中
国的消费群正在被重构， 中国已经进入精
神消费的大时代。因此，一切商品的文化化
正在成为核心竞争力。 我们邀请扎哈设计
师设计一个艺术的双创空间， 赋予产品的
设计和文化， 成为优秀创业和创新产品的
展示和发布空间， 也成为创新的思想交流
胜地。

（二）布道智慧：专注于中国传统
产业升级的公益大讲堂

自从 2015 年 6 月开始， 金贝珈蓝开
始举行“金砖开讲”，这是中国第一个持续
的、主题的、高频的、系统的中国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的公益大讲堂。 推动一个产业的
深刻变革和创新，唯有从思想启蒙开始，通
过公开课的方式， 让更多的企业家尤其是
中小企业无门槛的走进学习的课堂， 启迪
智慧、创新未来。我们已经成功地邀请了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宏观经济部部长侯
永志做题为《湖南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经济
转型之路》的课程，旨在通过讲述国家经济
顶层设计启发企业家思考转型之道的顶层
设计。我们还邀请了软银中国执行董事、阿
里巴巴战略投资部创始人潘政荣做题为
《如何寻找企业合伙人》的课程，以真功夫
的失败教训告诫企业家转型中如何处理好
新合伙人的关系。 2016 年，我们预计将开
展 10 场《转型之战》的专题大课，从互联
网＋、金融＋、品牌＋、科技＋、全球＋、设
计＋等角度， 邀请全球和全国最知名的实
战专家， 为湖南的企业家奉献精彩的学习
机会。

（三）招募传统企业转型战斗小
分队

2016 年，我们还会将《转型之战》课程
走进市州， 和各地的产业园区和企业主管

部门合作，向湖南招募 100 个传统企业转
型战斗小分队。 中国大多数传统企业的转
型之路崎岖坎坷， 究其原因是企业转型核
心团队缺乏创新的土壤， 在转型过程中核
心参与的人员主要包括：研发部、营销部、
产品部、财务部，我们希望企业能够从上述
部门抽调相关人员组成转型升级研究小
组，务必离开企业内部，离开那个熟悉得已
经无法获得灵感和跨界灵感的空间， 来到
一片创新的土壤里，方能开花结果。举例来
说， 一个企业的营销部主管即使饱览互联
网类书籍， 仍然不如在中关村创业大街耳
濡目染 3 个月。

（四）合作社：用“互联网＋”的思
维打造中部企业家的成长社群

产业转型升级成功之根本在于领导
人。 如何推动湖南企业的成长呢？ 我们从
2015 年 9 月 20 日开始创设了名为：“金砖
夜宴”的企业家跨界社交平台，每月 20 日
20 人，坚持“不对外、不商业、不收费、不宣
传”的四不原则，每期从北上广深至少邀请
两位优秀的大师出席交流， 至今已经成功
举办了 14 期，为湖南企业家的跨界社交做
出了艰辛的实践， 也成为湖南企业彼此分
享智慧、彼此吸取灵感的思想盛宴。

2016 年，我们用“互联网＋”的思维，
打造以湖南为核心的中部企业家的线上线
下社群， 通过“学习＋”、“生意＋”、“生
活＋”三大板块，从推动企业家学习、促进
企业家生意、 提升企业家生活幸福三个视
角、整合全球资源提供深度的服务，成为湖
南企业的成长第一平台。

资本是双创时代流淌的血液， 也是
创业者最为渴求的要素。 因此，以政府的
产业引导资金为基石资本，充分撬动社会
资本， 设立高度市场化运作的创投基金，
加之充分发挥政策杠杆价值，是吸引创业
服务机构聚集、创业者聚集和投资机构聚
集的重要引擎。

金贝珈蓝投资在每一个城市的落地
选择中，所在地政府对双创的决心是我们
选择的第一要素。 以天心区为例，我们最
终选择天心（国家）广告产业园的第一要
素是天心区区委、区政府举全区之力将其
打造成为湖南省的双创高地。关于双创的
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同区域的领导有
不同的解读，中共长沙市天心区区委书记
曾超群认为，双创将会成为天心产业转型
升级的引擎，推动省府片区现代服务业的
创新与发展，从而实现天心经济动能转换
的战略。倘若是对中国双创的深刻价值不
能深刻认知，仅仅是在一片喧嚣甚至任务
中实施， 在经过一定周期政策退出之后，
恐将产生刺激后遗症。

而依托于中部唯一一个国家级广告
产业园所赋予的政策优势和资金优势，也
是金贝珈蓝的不二选择。双方将设立一个
规模 1.5 亿元的创投基金，重点倾斜投向
天心区区内企业，我们入驻该园区还享受
了特别的优惠政策，多管齐下，双创高地
必成。

中国二三线城市
产业转型升级迫切性
大于大众创业

全球资源嫁接湖南产业创新动力

打造大众创业的生态链，全面提升湖南创业成功率

创投基金与政府政
策是双创落地的杠杆

转创中心装修效果图

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开园暨首届双创嘉年华

告别“双创”元年的 2015，迎来了如何
理性繁荣的 2016。

2015 年，与各类双创活动热闹非凡和
众创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不同的是，中
国的 GDP 全年增长值为 6.9%， 全球经济
进一步恶化从而跌入“萨默斯” 危机的边
缘， 三期叠加下的金融创新波澜起伏，“千
禧一代”重构国内消费群体，“互联网＋”与
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颠覆式竞争， 诸多过
去成功的传统产业备受冲击， 与之对应的
是诸多企业家成为迷茫的一代。

2015 年，高速增长的互联网产业出现
了分水岭，一方面O2O出现崩塌式倒闭，位
于旧金山的家政O2O鼻祖 Homejoy 于 7
月底宣布倒闭，顺丰耗费 10 亿元的便利店
“顺丰嘿客”于 8 月初关闭，而上门洗车的
“我爱洗车”在 11 月初宣告失败。另一方面
则从竞争走向竞合，百合网联姻世纪佳缘、
携程牵手去哪儿、美团与“大众点评”成亲、
阿里入股苏宁。 诸多竞合充分反映互联网
产业正在蔓延着资本的寒流。

在这新旧年轮交替之际， 在这新旧经
济分庭抗礼却又唇寒齿亡之际， 作为一家
由世界 500 强企业领导、世界顶级创投合
伙人、 全球顶尖并购基金合伙人和国内优
秀的创业辅导机构董事、 主流财经媒体负
责人联合发起的、 专注于为中国二线城市
提供“双创”垂直纵深服务的湖南金贝珈蓝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应该如何理性思考中
国二线城市到底需要怎样的“双创”发展模
式？ 到底如何有效的为城市“双创”提供有
效的服务？

何 洁

(本版图片由湖南金贝珈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