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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劳动者的创业能力， 进一步规范
我省创业培训工作，我省于2015年出台《湖南
省创业培训管理办法》，在全国率先将培训对
象扩大至10类人员，并于2018年出台《湖南
省创业培训补充管理办法》，首次将网络创业
培训和创业模拟实训纳入政府补贴范畴。

创业培训包含由国际劳工组织开发的
SIYB（创办和改善你的企业）项目，主要包
括产生你的企业想法 （GYB）培训 、创办你
的企业（SYB）培训、改善你的企业（IYB）培

训、扩大你的企业（EYB）培训四个模块。同时
包含网络创业培训、 创业模拟实训等相关创
业培训课程。

享受创业培训补贴的人员范围包括：贫
困家庭子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
院高级工班、 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
业教育类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
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含中职、技
校）、小微企业创办者（含个体工商户）、企事

业单位职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群体（含即
将刑满释放人员及强制戒毒人员）。对于符合
条件的补贴对象， 同类别创业培训课程每人
只可享受一次补贴。

据介绍，4年来，我省累计通过创业培训课
程培训42万人， 帮助18.8万余人实现创业或
就业，带动就业210万余人。很多学员通过培训
实现了成功创业，有的还走上了创业培训的讲
台， 用自身的创业知识和创业实践反哺学员，
引领和带动了更多人实现创业梦想。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90后小伙开设鸵鸟休闲
餐厅： 是创业微课让我学会不
一样的引流

汽车在株洲市荷塘区驶出高速， 拐几
道弯， 穿过一片山花烂漫的原野，“鸵鸟休
闲餐厅”几个大字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中秋节假期， 每天都有20多桌食客，
来到株洲市荷塘区桐梓坪村的“鸵鸟休闲
餐厅”品尝特色美食。

这家餐厅的主人名叫易津梁， 一个
“90后”小伙，面容黝黑，精神焕发，想法很
多，执行力也不差。

易津梁于2015年创立株洲市荷塘区
原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创业之初，想过大搞
原生态养殖，也想过搞苗木种植、开餐厅。
当然， 像餐厅这种耗费精力太多的项目得
找个合伙人投入，等到人气两旺，就可兼卖
农产品。可是，诸多想法，并不是那么一帆
风顺。

“创业的理想常与实际状况有偏差。”
易津梁坦言， 自己的创业路有激情也有迷
茫。譬如餐厅没人来合伙，就自己开吧，易
津梁没有轻言放弃， 而是不断调整自己去
适应市场变化。

正好那时候，株洲市人社局开设的“百
人百堂创业微课”上线，营销、法律、纳税等
知识，微课堂里全都有，“创业遇到瓶颈时，
就拿出手机来听微课。 最喜欢听创业培训
师李聃讲的市场分析课，该做什么，不该做
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就有了思路和
方向。”

“最开始开餐厅， 准备打原生态土鸡
牌， 可李聃老师认为应该有不一样的引流
方式， 这才想起去外地引进鸵鸟搞养殖。”
易津梁说，通过几年的努力，鸵鸟休闲餐厅

在株洲也小有名气，渐渐实现了赢利。最近，
他还准备开发骑鸵鸟项目， 并规划了户外拓
展、远足等引流方式。

听着创业微课搞创业， 对于刚入门道的
创业者来说，是个便捷又有成效的好路子。而
且，按易津梁的话说，创业者大多很忙，没有
大段学习的空闲， 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
听一听手机里的微课，非常经济。

创业微课是啥？
原来是株洲市人社局于2017年把国家

人社部设立的创业培训课程与互联网有机结
合而打造的线上网络课程。 创业者可不受时
间空间的限制，只要手机在手，就可以通过喜
马拉雅、 蜻蜓FM、 荔枝FM等互联网媒体平
台，实现全网收听。

“2017年至2018年，我们在株洲市邀请
了近100位创业培训师，讲授了107堂创业微
课，不少创业者从中获益。”株洲市人社局党
组成员、总会计师罗芳告诉记者。

打造创业微课升级版： 不到
一年全省在线学习已超100余万
人次

创业培训简称SIYB培训， 是国家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合作
项目。

“创业培训开设至今， 已经是第21个年
头，但由于是线下授课，需要创业者专门腾出
时间来学习。” 罗芳说， 像“创办你的企业
（SYB）”培训模块，要完成不少于49个课时的
学习，“改善你的企业（IYB）”培训模块，要完
成不少于56个课时的学习，且都是集中授课。

罗芳记得，2017年， 有一次她去基层调
研，碰巧听了一堂创业培训课。课间休息时，
有个拿着录音笔的学员跟老师说：“我有几个
朋友也是创业者，因为从事的是餐饮业，根本
没时间来听课，但是听我说这门课程挺不错，
尤其对初创者特别实用， 他们就拜托我把课

程录下来，拿回去给他们学习。”
听完那位学员的话，罗芳创意突现，立即

和创业培训老师作了进一步探讨， 是否能把
创业培训课程与互联网学习结合起来， 做成
线上课程， 那就解决了很多创业者受课程时
间、空间限制而不能来学习的问题。

就这样， 在株洲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
持下，“百人百堂创业微课” 这一项目正式诞
生了。

百人百堂创业微课， 以创业培训课程为
主线，辅以大量真实的案例解析，再通过现场
直播或录播的形式， 在互联网媒体平台进行
播放。

“为创业微课授课，挑战特别大。线下授
课，与学员有交流有互动，但上微课就没有这
些，30分钟的授课时间里，怎么开场，怎么设
置课间的节点，都有讲究，也需要采集更多的
创业案例，备课至少需要一个星期。”创业培
训师赵怀表示， 这种方式可以让更多的创业
者受惠，而且对创业培训讲师也是一种锤炼，
大家很乐意参与进来。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 在株洲市近100名
创业培训讲师的共同努力下，株洲市“百人百
堂创业微课”授课107期，在喜马拉雅、蜻蜓
FM、荔枝FM等主流线上媒体累计播放75万
次，订阅数1.2万人次，成为株洲市网络创业
教育的优秀平台之一。

“令人振奋的是，在我省‘2018-2020创
业服务三湘行’活动中，‘百人百堂创业微课’
已升级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罗芳告诉
记者，为了打造创业微课升级版，他们制定了
标准操作手册， 从而提高了与授课讲师的沟
通效率，而且进一步拓展了收听渠道。现在，
创业者不仅可通过喜马拉雅等互联网媒体平
台，还可以通过关注“创业服务三湘行”微信
公众号，在线聆听。

升级版的“百人百堂创业微课”在全省推
广不到一年，已上线近80期微课，在线学习
100余万人次，不少创业项目落地开花。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王慧）9月12日，宁乡高新区出台《促
进医疗器械发展实施意见（试行）》，支持鼓励
医疗器械产业做大做强。

据了解， 该实施意见主要从支持企业固
定投资、认证、产业化、市场拓展、投融资以及
第三方服务集聚等方面，对“研发、注册、生
产、销售”四个关键节点进行全方面、全过程、
全生命周期扶持。

《意见》表明，适用奖补的企业（项目）必
须是在高新区注册或由区外迁入后重新注
册且税务关系在该区的从事医疗器械各领
域的研发、生产、检测、技术咨询和服务外包

的独立法人企业和机构。《意见》的出台，主要
为培育新经济、新动能，全面提升区域高新技
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促进医
疗器械产业集聚发展。

对新引进企业，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补贴
200万元至1000万元； 对新成立的生产型企
业与新引进的总部型、 税源型企业给予3年
财政贡献奖励。 宁乡高新区还将设立产业引
导母基金，引入医疗器械方向的子基金，专项
扶持医疗器械企业发展。 支持科技服务机构
集聚方面。对科技服务机构免费提供咨询、培
训场所， 连续两年给予40万元/年的运营经
费补贴。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肖
洋桂） 今年9月16日至22日为全国公交出行
宣传周。今天，在常德启动的湖南省公交出行
宣传周活动发布消息称， 截至2018年底，我
省公共新能源车辆达23306辆， 在全省公共
汽电车数量占比为77.54%， 居全国首位。据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今年国庆节前，全国“交
通一卡通”将覆盖全省122个县市区。

为深入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倡导绿
色、安全、文明出行，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
确定，9月为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9月16日
至22日为全国公交出行宣传周。

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处长刘明进介绍，
我省近年来加大“绿色出行”投入，在推进全
国“交通一卡通”、推广城市公共新能源车辆
等领域走在了全国前列。 截至2018年底，全
省共有公共汽电车30053辆， 其中新能源车
辆23306辆，占比为77.54%。我省公共新能源
车数量居全国第5位，占比居全国首位。

目前，全国“交通一卡通”已覆盖我省大
部分县市区。乘客手持一张标有“交通联合”
标志的“交通一卡通”，即可在全省联网公交
车辆和长沙地铁使用， 也可在全国联网城市
使用。

国庆节前，全国“交通一卡通”覆盖全省
湖南公共新能源车辆占比居全国首位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 （记者 于振宇）今
天，由团省委、省委网信办等单位举办的第六
届“创青春”湖南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商工
组）赛前培训开班仪式在长沙举行，标志着本
届大赛正式启动。

据了解，2014年以来， 湖南省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累计吸引近5000个项目、 超过3万

名青年参与， 直接发放帮扶资金1200余万
元，其中部分项目被推荐参加“创青春”中国
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并取得优异成绩，获奖项
目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本次大赛将通过宣传
发动、赛事选拔、奖励扶持、跟踪服务等环节，
帮助青年创业者实现创业创富梦想， 同时以
创业带动就业。

第六届湖南省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宁乡高新区出台“新政”
支持医疗器械产业做大做强

创业微课，
逾百万人次在线聆听为哪般

■政策链接 搞好创业培训 实现就业倍增

9月16日， 国网湖南
益阳220千伏沧水铺变电
站，技术人员在调试接电线
路。当天，沧算Ⅰ、Ⅱ线间隔
扩建工程主体完工，可向芙
蓉云大数据中心提供960
兆伏安的供电容量。芙蓉云
大数据中心投资约50亿
元，主要为单位、企业及医
疗、金融、交通、生物科技及
影视制作等产业提供高速
云计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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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数据中心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