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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秦慧英 通讯员 黄靓

有创意、有激情，就创业吧！

2008年， 湖南工程学院大学生
聂开榜在工作一年后失业了。 随后，
他与两个小伙伴一起创立了亿度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 但举步维艰。
2009年， 在湖南 （湘潭） 大学生科
技创业园 （以下简称“科创园”） 的
邀请下， 聂开榜“拎” 起他的激情
和梦想进入园区发展。

在园区， 聂开榜不但得到了免
费的办公场所、 开办费补贴， 还得
到一系列免费创业培训与大学生创
业专项扶持资金。 他的团队一下有
了放开手脚大干一番的架势， 现今
的亿度， 已成为湘潭乃至全省知名
的网络营销代理商。

为此， 园区创造性地打造了一
条“全端口创业链”。 在创业前端，
打造创业苗圃。 设立2000平方米可
以“拎包入住” 的苗圃用房， 给雄
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的“准老板”
们， 提供实习基地， 为其联系企业、
联系岗位， 学习企业管理、 财务等
运作方法； 在创业中端， 助其孵化。
当“种苗” 达到“出苗” 标准， 园
区为其提供办公场所、 厂房用地和
创业导师， 帮助其成立公司； 创业
后端做加速， 为已完成孵化、 正处
于快速成长期的中小科技企业， 提
供科技成果转化和规模化生产所需

的发展空间、 配套设施等。
“现在有很多大学生创业是比

较盲目的， 如果没有全面的素质，
靠单打独斗， 创业成功的几率要小
很多。” 科创园服务中心主任贺树
峰说， 科创园尊重每一个有想法、
有理想的年轻人创业， 更致力于为
他们提供一个认清创业方向、 孵化
梦想的平台。 “你可以没资金、 没
人脉， 但只要你的创意够好， 拎起
梦想， 就能来开启创业之路！”

有梦想， 就只管往前奔跑

“以前要创业， 找门面、 找办
公场地， 打听政策……前期一堆事
就磨晕你。 后面要找资金、 找技
术， 又一堆问题考验你。 很多时
候， 创业的激情就这样被磨灭掉大
半。” 贺树峰这样转述大学生创业
者曾有的困惑。

为了让每一个在园区创业的企
业能不被琐事干扰、 全力发展， 科
创园构建了“政务、 技术、 融资、
中介、 商务、 生活” 六大创业服务
体系， 从公司注册起， 税务、 工
商、 办证等全程代办或领办， 7个
工作日全盘搞定。 企业发展中需要
的法律、 会计等中介服务， 或是租
赁厂房、 物业管理等等， 中小微企
业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所有外围服
务， 园区开展“一条龙” 服务。

而对于中小微企业最为关心的
融资问题， 园区的助力更加明显。

30万元以内的小额贷款， 人社部门
可以直接提供。 园区引进湘潭创新
投、 麦肯特等5家风险投融资担保
机构， 并联合多家银行搭建多元化
融资服务体系。 还联合园区企业和
民间资本设立了湘潭火炬创投， 进
一步培育、 孵化具有成长潜力的优
质创业项目。 从2012年4月至今，
园区内25家企业共获得2.6亿元的融
资。 此外， 科创园还先后出台多项
奖励扶持政策， 目前已累计兑现各
类奖励、 扶持资金1415万元， 眼下
还有200多万元也即将兑现， 为许
多大学生创业企业成功穿越“死亡
谷”， 转入新的发展期。

3年前， 就读于湘潭大学的张
俊锋萌生创业想法， 在园区帮助下
寻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 从事指纹
锁产品研发。 他的“华园科技” 公
司从零起步， 已成长为规模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创业带动就业示范
单位。 “人才、 设备、 资金， 园区
全部帮忙解决。” 张俊锋感慨， 多
亏园区的“一条龙” 服务， 企业不
被琐事烦扰， 专心向前奔跑！

造一个全民创新创业的温床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造一个全
民创新创业的温床。” 贺树峰说，
科创园想传递给大学生创业者的，
是创业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只要
有足够的胆量和好的创意， 梦想就
能照进现实。

为了让创业创新变得更容易，
让企业走得更快、 更稳， 科创园提
出“三力”， 即推力、 引力与压力，
助推企业创新发展。

“企业创业初期需要推力， 我
们建立创业资讯专家库， 聘请20多
名专业创业导师， 给他们答疑解
惑。 并且免费提供3到6个月的多岗
位创业见习， 充分了解创业过程。
让创业者感觉，‘哦， 原来创业可以
这么简单！’” 贺树峰介绍。

创业步入正轨后， 园区又会通
过政策引导、 奖励激励等方式， 提
供“引力”， 引导企业创新发展。
科创园十分重视创新， 专门出台政
策， 对企业自主创新成果给予奖励
或资助。 每到年底， 有发明专利、
商标注册或者技术中心申报等的企
业， 就拿着专利本子等来服务中心
排队领奖金。 今年， 大学生创业企
业湘潭雨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因获
得7件国际专利， 领取了14万元奖
励。 2013年， 园区发放的奖金达
400多万元。 “通过这一‘引力’，
园区内企业形成一股浓烈的创新氛
围， 都想方设法让自己做得比别人
不同。”

同时， 园区还制定了“压力”
机制， 对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企业
设定税收、 产值等方面的要求， 规
定每年必须申报一项专利， 3年内
必须拥有自己的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达不到的园区将回购厂房，

“逼” 着企业不断创新发展。

在湖南（湘潭）大学生科技创业园，尊重每一个有想法、有理想的年轻人
创业;更致力于为他们提供一个认清创业方向、 孵化梦想的平台———

拎起梦想，开启创业之路

本报10月12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陈维俊 张洋）10月10日，省
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基地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揭牌。由
省民政厅和交通职院共同建设的这
一基地， 是我省首个退役士兵职业
技能培训基地。

按照国家有关部署， 从2011年

起，退役士兵的安置，由政府统筹安
置转化为在进行技能培训的基础
上， 鼓励退役士兵自主择业和自主
创业。2011年，交通职院携手长沙市
有关部门， 在全省率先启动这一工

程， 对退役士兵开展免费职业技能
培训试点。交通职院确立了“退役士
兵共选、培养方案共定、教学资源共
享、教学质量共监、实习就业共管”
的人才培养方案， 确保政校企三方

的全程参与，保障了人才培养质量。
4年来， 该校共接纳近300人参加培
训，培训合格率100%，职业技能鉴
定通过率100%，初次就业率85%，自
主择业或创业率15%。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 杨丹)湘江
被誉为湖南的“母亲河”。 10月12日上
午， 由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主办、 九三
学社湖南省书画院承办的“大美湘江”
百名书画家探源写生活动在长沙湘江
之滨正式启动。 画家们将零距离地观
赏湘江自然风光， 重温湖湘人文历史，
用手中的画笔展开文化寻根之旅。

据悉， 此次湘江探源写生活动采
取多站接力的方式进行， 参加第一站
探源写生活动的十多名书画家均来自

省城长沙， 他们从长沙出发， 随后在
岳阳、 汨罗、 湘阴所处的湘江段写
生。 接下来， 将由株洲、 娄底、 衡
阳、 郴州等地的书画家完成写生任
务。 最后， 各站书画家代表在湘江源
头———蓝山县紫良瑶族乡野狗岭南麓
汇合。 此次参加探源写生活动的书画
家以九三学社湖南省书画院的书画家
为主， 他们分布于湖南各地。 为了保
证活动质量， 主办方还特别邀请了部
分省内外知名书画家参加。

百名书画家
接力探源“大美湘江”

10月12日， 惟楚雅集———湘籍 “国展” 获奖书法家提名展在湖南国画
馆开幕， 共展出36位书法家的100多幅书法作品。 市民可在本月17日前免
费参观。 本报记者 李健 摄

本报10月12日讯（通讯员 金中平
肖燕鹏 记者 陈薇）10月10日至11日，
中央电视台大型人文纪录片《稻之道》
摄制组一行来到溆浦县横板桥乡红星
村百亩超级杂交稻攻关片， 对基地攻
关情况及稻作文化进行现场拍摄。

溆浦是产粮大县，也是国家粮食主
产县。 红星村超级杂交稻攻关片海拔
530米，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攻关基地地
势平缓、土质肥沃，温光资源丰富，排灌
方便。种植模式为“稻油”两熟制。项目
实施面积102.6亩， 全部以集中流转方
式由9户种田能手分片管理，种植“Y两
优900”超级稻。项目实施以来，按照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提出的“良种、

良法、良田、良态、良政”配套的超级杂
交稻高产栽培技术策略，在基地管理上
严格实行统一浸种催芽、 统一两段育
秧、统一划行栽插、统一配方施肥、统一
防病治虫、统一水分管理。今年，经严格
测产，该攻关片创下亩产1026.7公斤的
新纪录。

据悉，该纪录片以“稻”为中心线
索，从历史学、农业科学、人类学和日常
生活等多个角度出发，全面展示稻作文
化的悠久历史、深刻内涵以及发展历程
和现状。该片共5集，分为《稻之源》、《稻
之神》、《稻之田》、《稻之味》 和《稻之
人》。每集50分钟。预计今年底前完成录
制，明年“五一”期间与观众见面。

5集人文纪录片全面展示稻作文化

央视《稻之道》赴溆浦拍摄

退役了，再“加油” 首个退役士兵
职业技能培训基地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