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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汪舟 湛建阶

作为湖南新生代企业家，他们中，有白
手起家艰辛创业的80后、90后，也有承接父
业实现企业新一轮腾飞的“创二代”。在创业
之路上，他们感受成功，也品味困惑，在抱团
发展中，实现合作共赢。在创新实践的道路
上，他们走得更远。

创业者 艰辛与坚守

创业之路，注定充满艰辛。令人刮目
相看的是， 一批80后、90后创业者用他们
的智慧和坚守，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空。

湖南省红辣椒旅游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杨志清是一位80后创业者。杨志
清大学主修的是旅游管理专业，毕业后干过
导游，后成立旅游公司。把旅游产业的各大
环节都经历一遍之后， 杨志清敏锐地意识
到：创业以来，企业更多地是以相关的行政
资源为依托，做一些宣传推广和文化旅游方
面的事情，要想做大做强的难度较大，要上
市，必须要有庞大的消费市场，符合发展趋
势和未来走向， 自驾游产业成为了他的首
选。

12年创业历程中，前10年公司都没有赚
钱。创业之初，公司遭遇连环骗局。一度，为
了给员工发工资， 他把自己的车子拿去抵
押。为了给公司的旅游刊物拉到广告，大热
天里，他拿着刊物一家一家酒店拜访，一天
跑10多家单位。

尽管创业之路充满艰辛，但杨志清坚信
自己所选择的道路， 在自驾游领域闯出一
片大风景。2014年12月20日，“中国自驾游
第一股” 湖南省红辣椒旅游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正式登陆湖南股交所标准板。目
前，“红辣椒”已与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
1000多家景区签订了合作协议， 拥有10万
会员。

鑫城足浴创始人刘铁成原本在粮食系
统上班，辞去工作后，经历过无数次创业
尝试，最终选择将足浴健康产业作为梦想
安放处。首次创业基金来自于父母东拼西
凑的8万元。2007年创立鑫城足浴，2009年
注册商标。目前，株洲市铁成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旗下鑫城足浴已发展成品牌连锁
店。快速复制扩张的同时，刘铁成感觉走
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现金流充足，没有资
金压力，服务模式、员工培训等均已成熟。
如果继续按照现有模式发展下去，日子估
计会比较舒坦。与此同时，也有机构在鼓
动他走上市之路。对于上市，刘铁成有顾
虑：一是自身缺乏资本运作经验。二是店
面有待整合和财务机制规范等问题有待
解决。一旦开启上市之路，最终如果不成

功，届时将进退两难。但如果上市成功，企
业的发展将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安于现
状还是向前一步？ 刘铁成充满矛盾纠结。
对于这位青年企业家来说，这是成长中的
烦恼。

创二代 挑战与困惑

随着中国众多民营企业正在进入或者
已经完成代际更替，许多年轻一代企业家作
为“接班人”，接过了老一辈企业家手中的接
力棒。与以往人们印象中只会享受父辈创造
财富的“富二代”不同，这批接班人充满创造
与活力，被称为“创二代”。

“创二代”大多拥有高学历和海外留学
背景，回国接棒的他们，能否撑起家族企业
的重担？省青商会会长、湖南金龙国际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毛铁这样回答： 二代接班并
不是机械的“子承父业”，而是善于利用父
辈已有的实业， 升华、 开创新的企业增长
点。

毛铁自身的经历正是这句话最好的
注解。毛铁在国外求学、创业，积累了管理
企业的经验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
后，父亲苦心经营的金龙电缆、金龙铜业
等好几家传统生产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
困难。2009年， 他毅然回来和父亲一起打
拼。

接班以后，在父亲的支持下，他做的第
一项改革就是：调整公司发展战略，把传统
生产企业向平台化、产业化、标准化、信息
化发展。同时改变企业赢利模式，从单一生
产加工产品的盈利模式转变成产业链上多
点利润支撑模式。 集团的运营模式由专注
实体经济向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结合转
型。拉长产业链条，建立一个覆盖上下游的
完整的产业结构布局体系。 引进具有国际
视野高端专业人才， 为企业的创新发展做
好人才储备。通过一系列举措的推进，公司
顺利突破，并获得了质的飞跃。金龙集团成
功入列中国制造业500强和中国民企500
强。

拥有国际视野和开放思维， 敢于求新
求变，是“创二代”与父辈相比所具备的时
代特征， 也是他们获得成功的特质之一。
但对于他们来说，回国接棒之后的水土不
服，是必须迈过的一个“坎”。由于知识结
构和理念的不同，二代企业家与父辈在企
业决策中容易产生分歧， 同时由于对国
情、省情知之甚少，二代企业家在决策时
容易不接地气。回国继承父业的欧比佳食
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王露对此深有感受。
她用了一段时间来补上“国情”这一课，同
时用自己出色的表现获得父亲的信任。她
现在所思考的，是怎样突破人才缺乏这个
家族企业的瓶颈，怎样在团队中实行更科
学的管理。

青商会 资金众筹到智慧众筹

省工商联青商会自2013年6月成立以
来，在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的领导下，致力
于打造“湖南民营企业家黄埔军校”这一目
标，已成长为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社会信誉度
的社会团体。 目前会员总数已发展到200多
个。3年多来，青商会“小伙伴”在商会带领
下，抱团发展。

2013年， 新雅置业在保障房开发过程
中，获得一块划拨用地，地处湘江边，地理位
置优越，但地块面积不大，同时因为在岳麓
山下，高度受限。如何把这块地开发出来，缺
乏商业地产经验的董事长余波颇伤脑筋。他
把自己的苦恼同青商会的小伙伴一说，大伙
纷纷出主意。最终，4个小伙伴结盟，决定玩
一个“众筹”，发挥各自的资金、资源优势，将
这块地做成长沙最优秀的青年创业大厦。大
厦落成后，因其独特地理位置和极具个性的
建筑风格， 被58同城的创始人、CEO姚劲波
整体租赁， 成为中国最大的单体众创空间

“58众创大厦”。
2016年7月26日，由青商会成员、洞井建

筑董事长刘柱提出需求，青商会举行第一期
“私享会”,围绕该集团在新的市场环境下转
型升级问题展开“头脑风暴”。与会成员根据
企业目前的实际状况，围绕发展模式、市场
定位、产品功能等多方面，结合自身经验和
成功案例，各抒己见。

“青商‘私享会’的发起，主要目的是为
了在商会内部实现‘智慧众筹’，汇集跨行业
的企业家群体智慧，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的
比较复杂而又现实的难题，同时为商会成员
的投资项目提供智力支持。” 青商会会长毛
铁告诉记者。

一力股份与长华资本的联姻则是青商
会小伙伴之间的一次跨界合作。 今年7月6
日，一力股份、长华资本在长沙达成战略合
作， 长华资本入股一力钢铁网助力其钢铁
B2B电商业务的发展。双方合作后，将发挥
各自市场及金融优势，重点围绕钢铁及有色
金属、建材电商涉及的物流服务、金融服务
业务进行发力，将一力钢铁网建设成“产业+
互联网+供应链金融” 的产业互联网优秀企
业。

从抱团到跨界， 从资金众筹到智慧众
筹， 借助青商会平台， 这些青年企业家们

“玩”的不亦乐乎。
毛铁说，青商会的目标，是借助互联网+

和线上创业孵化器，打造一个将商会内部产
业资源、资金资源、智力资源、项目资源进行
深度对接的一种生态体系。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刘鹏）怎样克服“富饶的贫困”？怎样把绿
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11月26日， 由省知识
分子联谊会发起的“知识力量·看湘知湘推
湘” 通道行活动在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启
动。这是湖南统一战线凝心聚力“十三五”行
动的一项具体举措。

活动汇集了数十名省内县域经济发展、
产业发展、旅游开发、古村落文化保护、农业
种植养殖、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党外知名
专家，他们进村入寨，开展问诊经济发展、送
技上门、送医送药、教育支援、关爱困难学子
等活动。

产业结构不够优化，现代农业发展不足，
文化旅游产业支撑性不足， 旅游基础设施和
接待服务水平还有待提高……针对通道侗族
自治县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专家们
纷纷为通道经济发展开“处方”：

“要加大创新发展、开放崛起力度，要跳
出通道看通道，站在湖南看通道，站在‘一带

一路’看通道。”
“全力打造通道生态品牌，把通道的生态

资源附加到农产品上面， 把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

“深入挖掘传统建筑艺术、民俗文化，发
展特色乡村旅游，形成湘南、桂北旅游圈。”

活动启动仪式上，步步高集团、长沙市开
福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长沙世纪金源物
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分别与通道的贫困村
结对帮扶， 步步高集团还与通道签订了每年
为通道销售1亿元农产品的协议。中部生物谷
科技有限公司、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湖南
科瑞鸿泰医药有限公司捐赠了医疗器械和药
品。

全省现有党外知识分子400万人。今年
以来，省委统战部把凝心聚力“十三五”行
动作为统一战线服务大局的总品牌、 总抓
手， 鼓励引导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和无党派
人士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 助力湖南精
准扶贫。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陈勇）记者
昨天从省民政厅获悉，为了使生活无着人员
及时得到救助服务，该厅近日下发《关于开
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工作的通知》，要
求从今年11月下旬起至2017年3月15日，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工
作。

《通知》明确，生活无着人员主要包括流
浪、乞讨人员以及因务工不着、寻亲不遇、被
偷被骗等原因而陷入困境、居无定所、流落
街头等人员，各级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
要严格落实“六必须、六不得”要求，加大街
面主动救助力度，开展全天候、全方位救助，
积极劝导、 引导街头生活无着人员接受救
助，努力做到“发现一个，救助一个”。《通知》
要求扩大巡查频率和覆盖范围，在巡查生活
无着人员集中区域基础上， 将在建工地、城
乡结合部等可能露宿区域纳入巡查范围，开

展地毯式摸排。 重点做好夜间巡查工作。对
不愿到救助管理机构接受救助的人员，要提
供必要御寒物品和详细求助方式，做好后续
定期跟踪劝导，并留存好相关救助信息和资
料。要在大风降温、雨雪天气来临之前做好
应急准备工作，提前购置物资、部署人员、调
度车辆，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积极
做好和公安、医院等部门、单位的衔接和配
合。加强市、县、乡镇（街道）、村（居）四级联
动救助，确保“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工作无
盲区。

《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
机构要将专项救助工作的对象延伸至农村留
守儿童，特别是无人监护、监护差、辍学、患
病、残疾、家庭特别困难的农村留守儿童，加
强走访慰问，发放棉衣、棉被等御寒物资，让
农村留守儿童在寒冬中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确保他们安全过冬。

青春正飞扬
———湖南青年企业家的创新实践

发挥人才智力优势 助力湖南精准扶贫
“知识力量·看湘知湘推湘”通道行活动启动

湖南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谭珍利）“感谢两位退休老党员对家乡
人民的爱心，村里正在铺设自来水管道，今年
春节前让父老乡亲喝上自来水。”27日， 衡东
县吴集镇柏桥村支书接过新疆筑路机械厂退
休职工赵竹青、赵凤琴夫妇捐赠的10万元爱
心款，表达感激之情。

远在新疆的赵竹青、赵凤琴夫妇得知，地
处衡东县干旱走廊、 人畜饮水困难的柏桥村
正在修建自来水工程，夫妇俩省吃俭用，从微
薄的退休金中积攒10万元帮助乡亲们改善

饮水条件。 据了解，赵竹青、赵凤琴夫妇出生
在衡东县吴集镇柏桥村， 一直在新疆筑路机
械厂工作，1992年退休。夫妇均为中共党员，
离开家乡60余载，不忘故乡养育之情。

新疆老党员夫妇捐款改善家乡饮水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