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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分享的主题是《从互联网+
到+互联网》。 过去的互联网+企业
主要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
供服务，像美国的谷歌、Facebook、
苹果等这样的公司，这一类公司之
所以能够做到市值比我们大不少，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非常国际
化。Facebook全球用户差不多20
亿， 国际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未来移动互联网，可能更多的是要
我们打造马栏山，实际上就是将创
业文化的内容的创作者怎么能够
跟我们的平台联系起来。

现在的竞争领域已经到了智能
制造、 先进制造业这个领域里面来，
我们也投资了像未来汽车、 小鹏汽
车、智能出行，我们投资的领域基本
上没有离开衣食住行这四个刚性需
求里面的机会。为什么中国的互联网
公司最多是在北京、上海、杭州一带，
湖南还没有那么多的公司？我认为就
像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 有三个要

素：第一，它本身那个地方有一些生
产电子技术方面的传统，像英特尔都
是在那出来的；第二，它有很好的学
校，培养了一些人才；第三也是最重
要的一点就是它有非常多的很高质
量的风险投资公司在硅谷。

另外一点， 徐小平说得非常
对，要有一个很好的团队。任何一
个公司不能只靠一个人，一定要有
好团队。我觉得我们湖南人不管走
多远，永远都是湖南人，用心怀天
下、敢为人先的精神去做，我们湘
籍人士不仅在外地能够做出一些
事情，同时希望在我们的家乡打造
出能够超越BAT的公司来，不是说
请BTA的公司来开第二个总部，而
是我们湖南籍的创业家，把我们的
公司就在美丽的三湘大地上扎根，
我也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合作的
伙伴，帮助我们的公司、帮助我们
的产业、产品卖到全世界去，这是
我们共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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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 徐小平

岳麓山是中国一个著名的文化地标。 岳麓书
院不用讲，一直是我们精神的依托之一。岳麓书院
是大家读书谈经的地方， 是中国人研究古典典籍
的地方。基于互联网的过去和未来，我觉得这个地
方将逐渐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重镇之一。

对创业者而言，什么最重要？团队最重要。
刘强东说一切的成败是团队的成败。 雷军说蓄
势最重要。到底什么重要？蓄势、团队都重要，但
我认为，核心之核心，还是CEO。多少伟大的公
司模式都是经过三番五次的转折才最终找到了
方向。只要一聊团队，就会聊到CEO，每个团队
都需要一个伟大的CEO， 所以在整个创业要素
里，最重要的是创始人。

怎么衡量你的领导力、你的个人魅力？就看
你能不能组建一个团队，设计一个伟大的目标，
志存高远，改变社会。这是毛主席诗词《沁园春·
长沙》给我的启迪，它和真格基金在寻找创业者
时的精神是一致的。我把这首诗词拿来作演讲，
从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依托。 我衷心希望
能和湖南的创业者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 同时
也希望新一代的BAT能够诞生在湖南长沙。

� � � �图为圆桌论坛现场。 （本版照片均为 傅聪 唐俊 摄影报道）

� � � � 我给创业者的建议是， 如果你不缺钱
的话就不要找钱， 不要跟风去拿风投或者
找投资人。 如果你确实需要钱就赶紧找投
资者，因为这个钱可能会越来越贵。但根据
实际情况， 不同的创业品类对于资金的需
求状况也不同。

———御家汇集团创始人戴跃峰

我认为融资最大的“坑”对于企业和创
业人而言是高估值。 我们往往希望我们的
投资机构是大的、长远的基金，但是它的价
格往往不是最高的。 高估值是一个很大的
坑，千万不要被估值迷惑。

———融360CEO叶大清

我的建议是创业应该拿足够的钱，甚
至在IPO之后可以通过发债、 增发拿足够
多的钱。 因为创业后期是一个资本密集型
行业，你有足够多的钱，意味着你可以有一
两次犯错的机会。

———趣店集团CEO罗敏

作为一个投资公司， 他所管的钱在何
时给创业者，给多少钱，在创业者发展不同

的阶段应做出不同的选择。从某种角度看，
创业者拿投资人的钱， 什么时候拿、 拿多
少，确实要根据企业发展阶段来看，但总体
而言，创业跟资金、跟钱永远分不开。所以，
创业过程中对资金的诉求是永远的。

———达晨创投创始合伙人、董事长刘昼

我跟创业者交流的时候， 会看是否喜
欢这个人或他的行事风格， 看顺眼就会投
资。其实创业投资界也是一个圈子，需要发
生很多关系。比如“湖湘会”就是许多湖南
人发生关系的圈子， 我特别喜欢投湖南人
的公司。 我们希望多投资湖南人创办的企
业。

———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左丹 通讯员
吴婕 整理）

建设智慧城市，
不仅要大脑，

还需要城市神经系统
华为轮值董事长 徐直军

5G时代即将到来， 它将重构整个互联网的
生态，从过去人的连接到物的连接，最终走向万
物互联。

我们也看到， 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和物
联网的应用会从人口红利演变成数据红利。云
计算、人工智能将是这个新时代的坚强的砥柱。
新一代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已经进入各行各业
（包括传统产业），不断使政府数字化、企业数字
化， 提高政府、 企业以及各行各业的智能化水
平。我们湖南人一直是“敢为天下先”。在移动互
联网时代（3G、4G时代），我们引领了潮头。接下
来，移动互联网进入了5G、万物互联的新时代，
在这个基础上，我期望湖南能够发挥“敢为天下
先”的精神，继续引领潮头。

我们认为， 智慧城市是数字中国的重要载
体和抓手，它要求万物互联，把城市看作一个有
机的生命体，不仅要大脑，还要肢体，实现一个
闭环，才能够有机地让这个城市运作起来。所有
的智慧城市构建一个城市的神经活动， 光有一
个智慧大脑不能把城市真正地指挥好， 必须要
构建一个大脑和躯干相结合的城市神经系统。
所以说华为与政府的智慧城市建设以此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构建一个生态圈，来满足整个复杂
的智慧城市的建设需求。

这个生态圈包括了各个方面， 形成一个核
心的打造智慧城市的生态圈， 来满足整个复杂
的智慧城市的建设需求。我们认为，整个智慧城
市的建设，要以问题为导向。目前聚焦在政务云
平台、教育、健康医疗、平安城市、智慧交通和环
境建设、安全生产等方面，我们在全国参与了相
当多的城市共同打造、共同规划，分步实施。希
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中国的城市走向智慧化，
能真正地迈出坚实的脚印。

人工智能重要，
人才更重要

IEEE� Fellow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院士、国际导航与运动控制科学院院士、纽约科
学院院士 蔡自兴

未来， 我们不要担心找不到人工智能落地
生根的线路和领域，而最担心的是没有人才，我
们要寻找能让人工智能落地的优秀人才， 因此
现在从美国到中国， 从世界各地寻找人工智能
的顶尖人才。 每一个人工智能顶尖人才至少是
几百万年薪， 中国人工智能的博士一毕业至少
是100万元以上的工资。

得人才者得天下。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谁
掌控了人工智能，谁就得到天下。这话说得有些
绝对，但说明了几点：第一，人工智能人才需要
高层的、中层的、底层的。高端人才我个人认为
全国有1000人就不错了，不要太多；第二是产
业融合。要打通产业数据，打通知识体系。比如
做智慧医疗，人工智能和医疗的知识要打通；第
三，要打通产业团队，譬如我们做人工智能的团
队是人工智能专家和其他团队的专家一起来搞
合作。

目前，人工智能的市场高度集中。去年阿尔
法狗人机比赛以后，人工智能热起来了。自2017
年以来， 全国有数以百计的机器人产业涌现出
来， 我相信大部分人工智能产业过5年以后会被
淘汰掉，只有少部分经受风雨锻炼的人工智能产
业能够保留下来，市场竞争是非常残酷的。

人工智能产业如何落地生根？实际上，这不
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这
包括积累人才、打通产业、整合资本、市场落地
等诸多环节。在产业融合方面，我们正和其他行
业合作， 首先是跟卢光琇教授的团队结合做服
务医疗，我们正在做智慧医疗，是关于人类染色
体的项目。实验结果表明，我们开发的软件能处
理这些资料。

� � � �究竟什么是区块链？
很多朋友问我，区块链是不是比特币

或者其他什么币，其实加密货币只是建立
在区块链技术上的一种应用而已。我觉得
区块链最革命性的一个创举是它实现了
价格的流动。

我们可以把区块链跟物联网做对
比，物联网的本质是一个信息的流通平
台，而区块链更进一步，它实现了价值
的一个变化，一个传递。简而言之，区块
链有“去中心化账本”“不可篡改”“共识
算法”“智能合约”四大特点，其主要运
用在追踪溯源、征信评估预测、AI大数据

分析平台等场景。
纵观人类历史，所有的技术其实都是

一把双刃剑，比如说电力、原子能，包括互
联网都是一把双刃剑， 可以用在好的地
方，也可以用在坏的地方。我想引述一下
徐小平老师说的话：“比特币可以用在世
界上最不值得信任的人中间做交易，如果
用在合法的交易，该多棒。”请记住，区块
链只是一种技术， 它可以用在好的地方，
也可以用在不好的地方。

我坚信，中国的未来5年将会是“区块
链”，抓住“区块链”这个新机遇，就如同上世
纪90年代我们中国抓住了“物联网”机遇。

� � �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机器人AI时代
的新机遇》。 我们正处在一个特别伟大的
时代，即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本质就是
人的头脑风暴和认知的差距。所以我们如
果去发现一些事实，我们有机会去完全改
变不同的自然。

我非常有幸的是赶上了互联网这班
车。2011年第一次去美国， 我当时突然意
识到中国的APP已经做得非常好，中国已
经开始向全球输出它的产品，输出它的一
些理念甚至它的一些研发能力。我们2012
年开始做全球市场，我们今天80%的用户
来自海外，我们全球有6亿的活跃用户。这
是因为我们当时一个微小的认知，中国公
司在互联网大潮前一样可以全球化。我们
那时候开始了这趟全球化之旅。所以我们
在很短的时间就在纽交所上市了。当时我
们更加坚定，当你碰到一个蓬勃发展的大
时代，你一定要认清现实，认知升级，当你
获得一个别人没有认识到的道理时，你可
以开始一个别人没有预想到的爆发式的
增长。

猎豹移动的全球化，让我们打开了视
野，我们在全球看各种技术的生长，当时
总结AI人工智能时代正在来临。人工智能
能做到以前我们做传统程序做不到的能

力， 这个能力可以打开一个新的时代。所
以我们就走到了一个人工智能的AI时代。

机器人是一个非常跨界的行业，猎豹
移动在用户体验上，还有互联网业务的积
累上有优势。当然制造还有人工智能是我
们需要从头学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把目标
想清楚，你想清楚后，一定可以找到人才，
找到资源，找到破局点。我们想清楚后，两
年前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机器人的研
发。

用户体验的结合是过去20年中国互
联网独霸全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它
非常有机会让我们突破到下一时代，虽然
日本和德国的精密制造都很好，但我们可
能用独特的用户体验找到一些新的机会。
我们当时想怎么让人工智能体现出来的
机器人真正做到有用。我们的大思路是通
过不断扎实地把一些垂直细分的场景做
好，不做通用型的机器人，而只做在某些
场景中有用的机器人，在一个特定的场景
下让它实现有用。因为人工智能的真正落
地，不是一个完全算法的比拼，而是算法
在用户场景得到实际功效的结果。

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努力，打造一个
真正由人工智能开启的新时代，让每个人
的生活都更加美好！

� � � �我已经连续5年参加岳麓峰会
了，今年感觉很不一样。

今年， 我作为湖南的企业家代
表参加了全国两会，并有幸向李克强
总理作了一个发言汇报。 总理特别
关心互联网创业，特别关心新经济。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多次提到创
新和互联网， 并且今年的报告里面
提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我
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要由创
新、由科技、由互联网、由创业来完
成。

湖南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好
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中国很多
互联网公司，58、陌陌、映客、快手、
微信等等， 很多创始人是湖南人，
很多互联网公司的中层干部、最骨
干的人是湖南人，今天只要你在湖
南插一根枝，你就能吸引很多人回
到湖南。 有些人说来湖南创业、投
资吸引不到人才，我的亲身实践告
诉大家，恰恰相反，长沙不是难招
人，反而是容易招，容易留住人的。

我特别庆幸，几年前把58第二
总部落户在长沙。现在我们把很多
新业务的总部放在长沙，如58到家
的总部在长沙高新区。58到家是一
个互联网家政公司，今天已经连接
可能超过几十万的劳动者和需要
服务的人。我们把很多新业务总部
放在湖南。如把面对农村的互联网
的总部放在长沙，即58农服。 我们
将和长沙银行发起一个移动互联
网生活的产业基金，基金规模10个
亿。我们会把10亿元里面很大的比
重投在湖南。

58到家、58农服、58同城、产业
基金都将落户到一个实体即58小
镇，地点在长沙。我相信几年之后，
那个地方会成为湖南的创新创业的
高地， 我们58集团会把58小镇打造
成为湖南创新创业的一个优美的、
环境更好的载体。58已经用实际行
动把第二总部放在湖南。 无论是哪
里人，只要把第二总部放在湖南，湖
南会反哺我们成长。

湖南将成为中国互联网
发展的重镇之一

认知升级，你可以开始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中国应该要抓住“区块链”这个新机遇
美国硅谷上市公司首席数据科学家 方春生

猎豹移动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傅盛

把58小镇打造成为
湖南创新创业的载体

58集团CEO� 姚劲波

愿湘籍创业家的公司
能在三湘大地扎根

IDG全球常务副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 熊晓鸽

圆桌论坛观点选粹

徐小平

徐直军

蔡自兴

方春生

傅盛

姚劲波

熊晓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