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麓客众创

书香沃土 科技创新
岳麓山下， 文脉传承千年。 被

各大高校环绕的岳麓山国家大学科
技园， 却因种种原因沉寂多年。 不
过，也许是蛰伏，也许是蓄力。 就在
不久之前，“麓客众创空间” 在这里
正式获批， 一股年轻而充满朝气的
力量正欲怒放。

“事实上，在各大高校内，潜藏
着无数好的项目与人才。 ” 麓客众
创空间创业导师胡伟说，“许多教
授、 博士硕士都掌握着大量高新技
术类的项目，由于缺乏市场、缺乏资
金等原因， 许多高科技技术项目被
‘捂’在深闺，太可惜了！ ”在胡伟看
来，麓客最大的使命，就是将这一部
分能量充分挖掘、激活并释放出来。

如何做？麓客采用政府搭台，企
业化运作模式。 空间有专业的创业
导师团队， 他们中有些是上市公司
退休董事长， 有些拥有丰富的创业
指导经历。此外，还聘请了一大批政
府部门政策专家、 企业家、 高校教
授，专业提供系统投融资解决方案，
为创业者提供从创业团队蜕变为成
熟企业的全周期个性化服务。

“支撑我们的是一份情怀。 ”该
空间负责人表示，“每当看见那些朝
气蓬勃的年轻创业者时， 便想起当
年自己创业， 那时的我们缺少引导
，很多时候只能自生自灭。希望现在
的创业者能够获得当年我们无法得
到的指导与训练。 ”

不同于一般商业性众创空间，
“麓客众创空间”倾力服务于“泛大
学生”创业群体，以公益性为主导，
以免费为基础，大力营造创业氛围，
摈弃商业气息， 为创新创业者提供
一片纯净的创业天地。

目前， 麓客众创已引进项目
100 余个， 未来其将采取“一核多
基”的模式，向其他园区放射、扩张。

“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春气奋发，万
物遽只。”湘江之滨、麓山脚下，这块
令创业青年、创新才子、创投大佬青
睐的创业沃土已然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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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两创：
两创小微 活力长沙

他们，站在了时代的风口
毫无疑问，在经济转速换挡、资本市场风起云涌的当下，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站上了时代的风口，成为

国民经济的“网红”。
在星城长沙，创新创业的氛围日渐浓厚，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两创”热潮随之而来。 去年 6 月，

长沙市从全国 30 多个申报城市中脱颖而出，获批全国首批 15 个“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获得 2015 年 -2017 年 3 年共
9 亿元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事实上，早有一批“先行者”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据不完全统计，长沙市目前众创空间（创客空间）34 家。
一些发展较好的行业龙头企业相继建立了各具企业特色的众创空间，通过裂变式创新，发挥产业链资源整
合优势，以大促小，带动入孵企业发展。 他们，已经站在小微“两创”的风口之上———

2016 年 1 月，备受创业者
瞩目的三一众智新城项目在长
沙经开区三一众创大楼正式开
启。 借力“两创”，投资 20 亿元
的三一众智新城不再是一个单
纯的众创空间， 而是致力于打
造集产业、消费、文化生活等功
能为一体的“智能小镇”。“三一
众创孵化器”作为“三一众智新
城” 的一期项目， 不到半年时
间，就已吸引 60 多家创业团队
入驻，其中有 10 个创业项目共
获得了 3000多万元意向投资。

“众智新城是三一推动‘中

国制造 2025’和对接‘互联网
+’的核心战略。”三一重工总裁
向文波说。 旨在重点培育智能
装备及智能产品、 大数据及物
联网、 工业设计及创意服务三
大产业。

对创业者或创业团队来
说， 全球化市场和众多优势资
源是三一众创的最大优势。

长沙在工程制造领域有着
独特的集群优势， 三一集团可
以利用自身多年积累的创业资
源，帮助创业者做好产业链、全
球化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资源

对接。 更通过“三湘汇”大型创
业路演活动， 助推创业者资源
对接，圈层交融。

向文波表示， 三一众创不
仅可以提供一流的硬件设施，
更可以从融资对接、技术支持、
项目合作、 人才服务等方面为
创业者全面服务， 帮助入驻企
业对接资本市场、 对接国际化
市场、对接互联网；开放供应链
和市场渠道， 让创业者在三一
的平台上高起点共谋发展，助
推加速创业成功。 创业路上路
障频频，这无疑是一道福音。

另外， 创业团队入驻众智
新城后， 三一集团将利用自身

在智能制造、国际化、资本化、
互联网方面的优势， 助推企业
发展。 优秀项目或团队还可以
邀请三一高管团队担任创业导
师， 让入驻企业获得直接辅导
和投资机会。 对于优秀企业项
目，三一集团可以提供贷款、担
保、融资、上市辅导等金融服务
渠道； 优秀项目可以直接入选
三一创业投资基金后备项目
库。

未来， 三一众智新城将把
目光聚焦智能制造领域， 推动
集团和产业创新转型， 积极打
造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基地，更
好地迎接创新创业新浪潮。

在北京，车库咖啡、3W 咖
啡， 用他们的人气与咖啡的香
气、思想的锐气，风靡了中国，
也撩动了无数创业者的心扉。
这股“咖啡之香” 也飘到了长
沙。

为打造创新创业活力区，
开福区注重从财政、税收、金融
等政策上， 支持和引导企业加
大技术创新投入， 促进创新产
品的研发和规模化应用， 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 同时把发展

“互联网 +”新业态作为主攻方

向，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
借互联网这一东风， 湖南

广电、芒果 V 基金、丝路资本
联手打造的“菁芒创客空间”应
运而生。 定位于“芒果创业 +”
线下实体体验店， 菁芒创客空
间以咖啡为链接元素， 功能区
域涵盖各种硬件操作平台、智
能软件开发平台、联合办公区、
会客区、路演区域，同时搭配基
于 APP 的创客社群、微信公众
平台、 芒果 TV 等优质线上资
源，致力打造一个“O2O 创客空

间平台”。
空间面向广大湖湘创客群

体免费开放，在这里，创客们不
仅可以将自己的创意快速转化
为产品， 也可以在此寻找志同
道合的伙伴，开拓销售渠道，更
有机会获得创投资本的青睐，
将创意成果市场化。

“菁芒”成立后，举办了多
场创客活动和路演活动， 并取
得了成功。如首届“深湘创客主
题沙龙”、“菁芒创客”路演系列
之物联网篇、“菁芒创客” 路演
系列之咖啡篇等。 平均每周 3
场的活动为创客提供培训、社

交、宣传等服务，并有针对性地
对物联网、可穿戴设备、虚拟现
实、移动互联及终端、新能源及
新材料、 高端养老等新兴领域
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在开福区委、区政府的扶
持下，如今，不仅菁芒创客空
间的咖啡吧打开了局面，入驻
的互联网芯片 、“农业大数
据＋分销平台”、植保无人机、
生态农业 CSA 等项目， 同样
风生水起。“政府给予租金补
贴， 大家可大展拳脚创业，未
来还将打造创客超市。 ”该空
间负责人说。

在“互联网 +”时代下，越来
越多的中型企业、 大型企业、政
府、 能源机构都纷纷开始拥抱互
联网。 以“互联网 +”为主题的创
客空间，也在全国各地渐次出现。

2015 年，阿里巴巴集团旗下
阿里云正式发布“阿里云创客 +”
孵化器， 致力打造中国最大的互
联网创业平台， 联合百亿资金为
创业者提供系列创业扶持。 同年

7 月，阿里云与长沙市雨花
区政府达成战略合
作，“阿里云创客 +”

孵化器正式入驻长沙雨花区。
与国内众多的众创空间相

比， 阿里云的优势恰恰在于依靠
阿里云计算、 云存储等强大的云
端服务， 以及阿里各业务线条的
资源整合支持。“我们将充分利用
阿里巴巴的平台资源， 联合百亿
资金， 为创业团队提供从开发组
件、分发推广、前后期投资、云服
务资源的系列创业扶持， 这其中
既包括创业资金、 办公配套等硬
件资源，也囊括了创投对接、创业
指导、税收减免、开发组件、分发

推广等软性服务。 ” 阿里云创客
+ 相关负责人认为，“阿里云创客
+” 孵化器可孵化出大批创新型
新兴产业公司， 打造出一个全新
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产业集群。

在 4000 平方米的创客空间
内，湖南“互联网 +”初始创业者
可以获得包括办公硬件、 行政办
公、后勤服务、行政审批代办、人
力资源招聘及培训、 财税法务咨
询、阿里技术支持指导、创业培训
指导、资源对接、投融资对接等全
方位的落地创业服务。

而随着雨花区中小微企业服

务中心进驻、 互联网 + 政府服务
的引入，政府、服务中心、服务机
构构成的“三位一体”创新创业企
业服务资源体系逐步形成， 各种
行政审批、政务代办等服务，均能
在孵化器内一次解决。 准备从深
圳返湘创业的胡先生反映， 创业
初期注册公司、 进行财税方面的
各项登记真折腾人， 对于创业团
队来说开始非常重要的就是对项
目产品的专注， 但团队领头人又
不得不分身到这些琐碎的事情上
来，这一系列全方位的服务，真是
帮了大忙。

在今年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
博览交易会（文博会）上，文化湘
军大放异彩， 而在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湖南出
版投资控股集团等文化产业湘军
主力单位中，一个稍显陌生的“湖
南影像创客空间”惹人注目。在整
个湖南厅内， 它是唯一一家民营
单位， 而且是唯一冠以“影像创
客”的空间。

作为中国首个以影像为主题
的创客空间，2015年年初，湖南影
像创客空间（原 K+ 影像创客空
间）的诞生，可谓给长沙一个惊喜。
走进创客空间，咖啡吧、图书馆、休

闲座椅、透明窗户以及各种艺术格
调的墙壁，让整个空间弥漫着一股
自由的、艺术的、灵动的气息。在这
里任何一个角落，创客们可以端着
咖啡聊灵感、聊创意，而“零房租”
的入驻，以及资金、技术等支持，则
为刚刚起步的创客大大减少成本
支出。

“摄影图片很难马上产生营
收。 需求供给量也非常有限。 在长
沙连影像文化画廊都没一家。那我
们的优势是什么？ 影视传媒之都！
创意人才很多！ 基于这样的定位，
影像创客空间也随之诞生。 ”谈及
影像众创空间的成立，该空间负责

人认为，这是市场的倒逼，也是自
我主动而深刻转型的结果。

显然， 这一转型站在了风口
之上。 在长沙这一片创意的热土
上，的确缺乏一个影像孵化器。

“只要你有足够好的创意，我
们来帮你变成现实、变成产业。 ”

这并不是吹牛。
“80后”青年关丹照怀揣着梦

想写了一个剧本，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来到影像创客空间。 几个月之
后，网络大电影《一路向南》横空出
世。 电影尚未播放，网络上相关话
题点击量达 3亿多次。

“修改剧本、找网红当演员、做
路演与宣传、找投资人……所有的
资源整合，能帮助微小型创业者实
现他们的梦想。 ”该负责人说。

业内人士认为， 湖南影像创
客空间开启了中国首个影像创客
空间和影像创客经济发展新模
式， 将打造业界空前的影像全产
业链服务模式， 成为国内乃至世
界最有影响力的影像全价值链产
业平台和版权供应商。

据悉，2016 年， 湖南影像创
客空间自制的以及平台孵化的影
视项目预计将达到 15 个。

长沙广告产业园

文脉潇湘远，创意湖南新

湖南，从来不缺乏创意。 2015 年，
湖南文化和创意产业增加值达 1714 亿
元， 增速达 13.2%， 占 GDP 比重约
5.9%，连续 3 年位列全国第一方阵。

在这一大背景之下，湖南的广告创
意产业正在聚集能量，蓄势待发。

2015 年 11 月，中南五省首个国家
广告产业园———创谷·长沙国家广告产
业园盛大开园。 这也预示着，“广告湘
军”品牌战役全面打响，这一位于省府
新区的“双创”高地在天心区创谷“起
跑”。

大批优质资源正不断向园区聚集，
创谷成为投资沃土、创客乐园。 仅仅半
年时间，湖南卫视广告经营中心、新华
社新媒体中心、天娱广告、中广天择传
媒、顺风盛美广告、北纬国际、中文传
媒、清华启迪、上海飞马旅、央视网商
城、香港卫视湖南分公司、中华工商时
报等重大产业项目和行业领军企业强
势入驻；楚人传媒、大宛良驹、潇语文
化、为梦网等 20 余个创业团队，在这里
开启梦想之路。

对于园区或众创空间来说，极致的
服务，是最大的优势与永恒的追求。

在“互联网＋”时代，创谷的一大特
色，是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专注于发
现企业痛点， 整合企业碎片化需求，为
创业型企业发展全周期(种子期、初创
期、成长期、成熟期)提供包括场地、人
才、圈子、平台、资金在内的 10 余项专
业保姆式服务。

“我们为所有的创业团队提供 120
多个免费工位，工作日免费早、中餐服
务，打造智慧 wifi 全覆盖，为企业提供
免费 wifi 服务，并配套歇吧、谈吧、公共
会议室、项目路演室、公租房等公共配
套。 ”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负责人说，园
区做好一切后勤服务，企业可以毫无后
顾之忧，在前方奋力奔跑。

更值得称道的， 是独具
特色的运营模式。

“政府主导、多
元投入、 公司经营、
市场运作”， 由政府
相对控股，结合政府
政策优势，引入具有
地产开发和项目运
作优势的天鸿地产
和具备资本运作资
源优势的香港中信资本运作公
司， 三方成立湖南天信文创发
展有限公司， 由该公司作为项
目的建设和运营主体。

机制顺，
路径明，便得
活力兴 。 在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创
业新浪潮的
当下，这个以“创新、创意、创业、创
投”为导向，重点发展“文化广告创
意、新媒体、移动互联网”三大主导
产业的智慧产业园区，俨
然已逐步成为长沙广告
传媒的双创“风暴中心”。

湖南影像创客空间 垂直聚焦，纵深发力

阿里云创客 +�云端创业，拥抱互联网

菁芒创客空间 咖啡搭桥，创客唱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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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设计 彭婷

极具个性的湖南影像创客空间 (图片由湖南影像创客空间提供)

长沙广告产业园 （图片由长沙广告产业园提供）

三一众智新城 全球市场，圈层交融

小微两创风潮已起，在星城的
数十家众创空间里，他们，孵化着
梦想的种子， 头脑风暴， 激情演
讲，开启一段征程。 未来，众创空
间将成为创业创新人才的培育基
地，在湖湘乃至中南区域形成“大
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氛围，驱动
湖湘产业升级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