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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领域诞生了全球最快的
‘
分享经济’”
滴滴出行创始人兼 CEO 程维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处在这样一个加
速变化的时代。过去5年，这个世界发生的
变化超过了过去的50年， 如果在人的一生
中这个世界没有变化， 我们也很难有所作
为，正是这些变化给了年轻人机会。
我们构建了一个线上适时动态的交通
平台，提高每一个用户的体验；同时，我们
也积极推动着“分享经济”的发展。在我看
来，“分享经济”跟工业时代的“拥有经济”
是有区别的。工业时代，人们想拥有越来越
多的商品， 人和人之间形成了隔阂。 而现
在，互联网打破了一切隔阂，特别是在交通
领域， 诞生了全球最快的分享经济，“滴滴
打车”和“ofo共享单车”就是最好的证明。
过去100年，交通领域最大的创新就是
有了汽车。人类交通工具由马车变成汽车，
马路变成公路，整体文明上升了一个层次。
但是在今天， 汽车已经变成了使用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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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BAT公司不够国际化，下一代的BAT公
司除了要做好国内市场以外， 更要做好国
际市场。
我希望加大对湖南企业的投资， 特别
是移动互联网领域，期待能出“独角兽”企
业。每年在湖南开“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
我都会非常期待， 总在想能够为家乡做点
什么样的事情？我感到欣慰的是，现在“互
联网”产业里，有很多湖南人，未来的BAT
公司，我希望这样的公司能出现在湖南。
在湖南，在我的家乡，一切皆有可能。

“
人是最伟大的艺术品”
著名天使投资人 王刚

我最近见了一些人， 聊得很投机，
深有感触。我觉得，人是最伟大的艺术
品， 有的大教堂建了几十年成了艺术
品，但我们从20岁活到80岁，至少也修
炼了60年，也就是说我们这一生，也一
直在雕刻我们自己，区别就是我们有没
有把自己变成一个艺术品。
那什么样的人是艺术品？
一个做加法的人生，最终会得到一
个除法的结果； 一个做减法的人生，会
得到一个乘法的结果。你们自己体会一
下，越是泛泛之交者众多，往往一个朋
友也没有。联想到公司，我们看到了某
些公司产品线拉得很长， 产品众多，也
看到了苹果其实也可以做电视、 洗衣
机，但是为什么不做？这就是做减法。做
公司就是要聚焦， 做到全世界第一，才
能成为最大的赢家。
最近我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
有能力的人多，有名声的人少。这是什
么原因？有能力的人是有智慧的，往往
慈悲不够，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自己
的江湖地位，可以攫取，可以剥夺，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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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工智能’时代是终极目标”
中国青年天使会会长 李竹

一个从事医疗影像工作的大夫要培训
好几年，但总会有失误。譬如一张图，医院
的大夫认为这个不会出问题，但是“人工智
能”发现了问题——
—出现早期的癌症，而它
的漏诊率是大夫的一半； 一个大夫要花三
四个小时看的东西，机器花多长时间？两分
钟，能够把所有的片子都看了，尤其是早期
一些比较小的癌症， 机器的识别比人要灵
敏很多。
将来会有哪些可以去投资的方向？今
天我不谈互联网， 我想说第一是“人工智
能”，第二是“文化创意”。现在是“共享经
济”时代，拥有权比使用权重要。未来的时
代，物质将越来越丰富，东西也会越来越便
宜，我们投资，要先成就别人，再成就自己。

唐岩

不会有一个好的名声。 巴菲特说过，名
声是我这辈子最好的资产，如果名声不
在了，总有一天这个钱会还回去。任何
行业你要想成为主流的前提是，不能只
有能力，必须有口碑。没有空去做义工，
没有余钱去做慈善，那我们就从日常生
活入手，做一个慈悲的人吧。把对方当
人看，对身边每个人将心比心地同等对
待，这是最基本的慈悲。
原来我还是个小职员的时候就想，
是不是当了经理以后我的权力就大了，
自由更多了呢？后来我当上了经理发现
上面有总监，当上了总监发现上面有总
裁。后来我思考，既然职务没法绝对自
由， 我能不能让自己心灵自由一点，一
个心灵自由的乞丐本身就是国王。
要让人成为艺术品，首先要有强大
的想象力、洞察力，跟你聊天，能发现思
维的真谛， 你这个脑袋就是一个艺术
品。智慧跟慈悲是合二为一的，将心比
心，精神自由，我们就是一个伟大的艺
术品。最后希望我们用未来的50年、60
年、80年，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艺术品。

王麒诚

北京陌陌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唐岩

的选择。我们的眼光需要放得更长远一点，
要确保在“人工智能”来临时，我们对这个
社会还是有用的。
我想说的是， 在我们能看见的范围内
提供更多乐观的思路。 大家都认为移动互
联网对传统行业造成冲击，但就我所见，移
动互联网也帮助不少传统行业打开了市
场， 带来了更多的订单， 成了一件好事。
我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 我热爱自己
的家乡。 我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把投资和
项目带到家乡， 有更多湘籍的企业家在一
起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同时，我感觉长沙的
环境也好， 特别是在企业服务方面做得很
好。

王刚

其实我创业的时候，家里很穷。我在大
四实习时，发现一个机会开始创业。这些年
通过努力和坚持，居然在A股上市了。敲钟
的时候，深交所的老总也来了，他说我们迎
来了第一家实际控制人是80后的企业。
我最早的创业初衷很简单，我要让自
己赚到钱。后来我突然开悟了，我要帮更
多的年轻人去创业。5年前， 我开始了我
的二次创业，建了一个新的平台。目前集
团公司主要分布在文教卫+科技+金融的
板 块 ， 参 控 股 比 的 企 业 有 100 多 家 。 后 来
我又投了60多家企业，属于陪跑型投资，
帮他们整合资源。这160多家企业里面的
业务， 形成了强大的流量入口和渠 道 体
系。我们有全内容的产业链，有新媒体的
矩阵，艺人的打造和经纪平台，还收购了
日本的一些动漫。 我们还有足够的 优 秀
的金融和资本运作的团队， 建立了 全 球
化资产证券化的通道， 希望湖南创 业 者
可以加入到这个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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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佑生
我们在成就别人的同时，其实更好地
成就了自己。通过两年的投资生涯，我们
的企业本身得到了迅速的发展。2016年9
月到今年3月，半年时间利润超过30亿元。
很自豪地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这当中没
有一分是来自于房产，都是来自于产品和
服务。在国家转型过程当中，真的需要通
过我们的智慧、差异化产品和服务，来提
供增值的价值提升，这样才能助推新经济
的发展。
最后想说，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我是
带着很虔诚的心到这里学习。 同时作为浙
商，我希望我们浙湘两地可以加强合作，形
成两地的联动，形成化学的变化。我非常愿
意到湖南来投资， 也非常愿意用我们这些
年积累的人脉、资源，来服务湖南广大的创
业者。感谢这样的时代，接下来我们要用创
新的商业实力助推经济转型。 我希望在座
的各位年轻人，共同用我们的智慧，去实现
民族的伟大复兴。

朱晔

姚劲波

映客互娱 CEO 奉佑生

另外就是对直播的升级， 要多元化，对
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在短视频、游戏
方面，都将着力。未来还要看科技，看现
实和虚拟会进行一个怎样的结合。我曾
看到海外发布的一个视频，讲的是我们
走在街上，看到一个人想搭讪一下怎么
办？视频里只需要戴上一副眼镜，两个
人就可以观察到彼此的眼睛有没有交
汇，彼此心跳有没有加速。这可能是未
来社交的一个更人性化的发展。
整个湘军在社交领域占比很大，陌
陌、快手、映客，这些都是湖南籍的人做
的，湖南人有什么基因？有先天的娱乐
基因，这也是湖南人的擅长。其实去年
岳麓峰会后，我就决定把映客总部迁到
长沙。为什么回来？第一是因为湖南移
动互联网的政策很有吸引力；第二是因
为在当地，我们的服务乐观度上，我认
为超出了当时的一个期望值。所以从我
们来讲，更希望长沙能成为移动互联网
创业者的福地，欢迎更多的创业者来到
湖南创业。

“
巴菲特午餐对我人生有两个改变”
天神娱乐董事长 朱晔

很多人知道我是因为我干了一个
事，花了很多钱，拍了一个巴菲特的午餐。
我先简单讲一下这顿午餐有什么
收获。我去见之前，就是想一起开开心
心地吃饭。回来以后对我人生有两个改
变，一个是做人方面的思考。巴菲特先
生是一个特别开心的老头，他说和自己
合作伙伴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大家能够
开心快乐一起成长，以前特别担心合作
伙伴犯一些错误， 不停地唠叨他们，其
实是不对的。另外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些
思考。有人问我，说我经常投钱，有一天
钱没有了怎么办？ 我想我自己还有能
力。如果能力也没有了，也没钱了怎么
办？ 后来我想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好人。
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能够不停地帮
助身边的朋友，那么在你遇到困难的时
候，人家也会帮助你。所以我觉得做一
个好人很重要，有的时候帮助一些年轻
创业者，不是说一定要赚很多钱，如果
在我们的帮助下，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
结果，其实是一件令人骄傲和有成就感

“
从养活自己到成就更多创业之星”
汉鼎宇佑董事长 王麒诚

“
直播是一个风口”

2016年直播成为了一个风口。去
年一年直播的打赏规模， 接近500亿
元，已超过了中国电影的票房。整个去
年的直播， 有30%的主播的收入是在
5000元以下， 但是直播整体对经济的
拉动，还是蛮大的，特别是一些经济不
好的地区。比如，有70%左右的直播来
自于东北，这对东北的产业升级有较大
的影响。
今天的主题是共享经济下的移动
生活。 直播让我们所有人拿起手机，就
可以把自己的快乐、才华、才艺，共享给
全国的观众和网民，还不需要任何出行
成本。直播的兴起基础有三：一是移动
智能设备基础， 一台智能手机有摄像
头，还有图像处理能力；二是WIFI的普
及；三是移动支付便利。这些造就了直
播这个新的产业。
2017年， 直播往下是一个什么样
的发展情况？个人思考来看，直播只刚
刚走了一年，这一年都以泛娱乐为切入
点， 医疗教育等可能是下一个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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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从一诞生就是
‘共享经济’”

我觉得， 互联网从一诞生就是共享经
济。从互联网诞生的第一天，我们就在共享
一个东西。
今天，我更想跟大家聊一下移动生活，
比如说对于衣食住行的改变。 可能现场不
少人中， 有80%甚至更高比例的衣物是从
网上购买。吃、住、行，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发展，变化比较大。
我听到，有一些传统行业的人在说，移
动互联网对传统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甚至是伤害。 我觉得这种对移动互联网的
“指控”是不成立的。这是一种时代发展的
趋势，并不是移动互联网的对错问题，而是
我们没有办法不顺着时代的发展作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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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G 全球常务副总裁、IDG 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熊晓鸽

从最早的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
现在的移动互联网信息时代， 下一个时代
是什么？
现在已经是互联网的下半场。 但是人
工智能这个方向是比移动互联网大1000
倍的方向。“人工智能” 时代实际上是终极
目标，让人无所不能。
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事情是机器已经
超过人，比如说下围棋。无人驾驶在未来3
至4年内也一定会得到使用。很多工作会被
机器所替代， 只要这件事情是需要人反复
学习的。比如说炒股票，看病等等，都是“人
工智能”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未来，我们
每个人只要有创意， 都可以把事情交给机
器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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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维

“
造梦湖南版
‘BAT’”

又能够回到湖南，回到家乡，我觉得非
常开心。
作为投资者，我很庆幸自己抓住了第一
波中国的互联网浪潮，投资了一批影响中国
的互联网初创企业，促成70多家企业顺利上
市。举个例子，我们投了百度，仅这项投资就
为我们带来了超过1亿美元的回报。
现在， 我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家乡湖
南。我们想寻找下一代的BAT(百度Baidu、
阿里巴巴Alibaba、 腾讯Tencent三大互联
网公司首字母缩写）公司。我认为，上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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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品，从生产出来到最终报废，每辆汽
车只有极少的时间在使用， 城市为此也修
建了大量的停车场。这样的问题，在移动互
联网领域会因为“分享经济”发生改变。未
来，不需要每个人买车，但是你依然可以很
方便地使用车，“滴滴”作为汽车运营商，帮
助大家使用汽车， 一辆车不仅仅只是服务
一个人，它甚至可以服务几十个人，“ofo共
享单车”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能使整个社
会成本最低，服务效率最高。
我认为，“无人驾驶” 会以超乎想象的
速度更早来到这个世界， 而它对这个世界
所造成的影响将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届时，
整个汽车产业， 甚至整个交通都会发生革
命性的变化，天翻地覆的变化。处在这样一
个变化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我希望能
和湖南的互联网创业者一起全力以赴，推
动产业的发展。

移动风云， 于斯为盛。3 月 31 日，2017 年
移 动 互 联 网 岳 麓 峰 会 在 长 沙 激 情 启 幕 。20
多 位 国 内 外 移 动 互 联 网 大 咖 莅 临 盛 会 ，其
中 9 位 大 咖 、专 家 作 了 专 题 演 讲 ，在 盛 会 上
碰撞出激情和智慧的火花。他们说了什么，
会给互联网时代带来怎样的思考与启发？
本报摘要刊登，以飨读者。

的事情。
其次我讲的是投资。我本身是一个
创业者，创业者核心思考是什么？就是
要把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我也是一个投资人， 作为一个投资人，
第一，必须要有属于自己的底线，什么
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必须清晰
地知道。我们只投整个行业当中有上升
趋势的领域，会分享这个行业的上升趋
势和人口的红利。第二，如果我们不能
帮助这个企业的话， 我们不愿意投。第
三，我们会抛弃所有面上的东西，看这
个企业核心的本质。第四，就是看团队，
有没有非常强的凝聚力。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成功，简
单地复制别人的成功不可能。对于我们
投资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有意志，要
独立地思考。 如果要给一个建议的话，
过去互联网的一些东西可以看一看，但
是新的一些机会，比如说在教育、医疗，
甚至在人工智能的机会，才是我们应该
着重抓住和认真思考的。

“
把握未来趋势，才不会被市场甩在后面”
58 集团 CEO 姚劲波

58从创办到现在，非常专注在老百
姓的生活服务，专注租房子、买二手车等
本地服务。最近我们还有两个核心业务，
一个是58到家， 还有一个是转转。2016
年，58到家已经是中国最大的基于移动
互联网的家政公司。 我也期待58到家能
够在长沙诞生一个未来新的品牌级的企
业，让每个人的家庭生活更美好。
第二个就是转转。 我们把58和赶
集的频道放到一个在线系统当中，用微
信来登录和支付，提供资金担保，现在
买二手手机有质保，所以转转成长得很
快。 转转的发展也是共享经济的一部
分。 我们要提供一个快速买和卖的平
台，转转恰好是这样一个平台，我们不
断地去了解， 了解用户的痛点和需求，
不断升级。两年、三年以后世界是什么
样子？我想，即使你上市了，如果不能够

把握住这种趋势，适时地应对和满足用
户需求，一样会被市场甩在后面。
互联网正在高速变化，上网人数没
有红利了，但事实上服务内容和深度在
快速变化，从不会在线支付到全部会在
线支付，到不用带钱包和卡，到人和人
信任的养成等等。三年四年前，很多用
户没有出现。所以，如果把周期放到三
四年来看，未来流行的很多服务今天还
没有被创意。
我们除了做好主体业务外，也在不
断地投资一些跟生态有关的业务。我们
在湖南设立了一个58众创基地， 并将
还会打造第二个创业基地，提供从创业
辅导，到跟58体系的互动，到融资，到后
续的服务， 希望除了把58这个集团的
主业做好以外，也能在长沙打造和在北
京、深圳并行的创业的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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