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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8月6日讯（大众
日报记者 张国栋 李子路）

6日下午，省委、省政府在济
南召开“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
国际峰会2018”嘉宾恳谈会，围
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践行
新发展理念，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高质量发展听取意见
建议，增进了解，深化合作，共
谋发展。

省委书记刘家义主持会议
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龚正
讲话，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
杨东奇出席。

会上，猪八戒网CEO朱明
跃、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朱钰峰、恒大集团首
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新希望六
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畅、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庆峰、字节跳动创始人兼
CEO张一鸣、珠海云洲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云飞、杭
州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范渊、深圳市优必选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剑、摩拜
单车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胡玮
炜、香港恒通资源集团有限公
司投资总监施荣忻、如是金融
研究院院长管清友等知名专家
学者、优秀青年企业家代表先
后发言，围绕解放思想转变观
念、加快新技术新产业发展、推
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营造一
流营商环境、深化“一次办好”
改革、加快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等方面谈认识、提建议，对山东
发展把脉会诊、建言献策。

刘家义认真听取大家发
言，不时询问具体问题，与大家
深入交流。他说，听了大家的发
言很有感触、很受启发。每一位
代表都有梦想、有追求，每位青
年企业家都有创新创业的激
情。青年最具创造力，企业家最
具开拓性，青年企业家是宝贵
的财富，是发展的新动能。山东
文化底蕴深厚，区位优势独特，
产业基础坚实，是广大青年专
家学者和企业家创新创业、成
就梦想的沃土。我们将牢牢扛
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干
部队伍建设，进一步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加大制度创新力度，进
一步释放经济发展动力活力，
为各类人才在山东创新创业营
造更好环境、搭建广阔平台。希
望更多的青年企业家走进山
东、落户山东、施展才华，赢得
自身发展、实现自身价值，助推
山东不断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
省建设新局面。

龚正说，大家发言有激情、
有担当、有建树、有见地，更加坚
定了山东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和信心。当
前山东正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思
路，以四新促四化，全力推动新
旧动能接续转换。我们将以更大
力度推进思想解放、观念变革，
深化改革开放，深化制度创新，
抓紧抓实“一次办好”改革，持续
优化精简高效的政务生态，为广
大青年企业家来鲁投资兴业创
造良好环境。

“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2018”嘉宾恳谈会举行

在在山山东东这这片片沃沃土土上上成成就就梦梦想想

新时代 新青年 新动能

医疗、教育与人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尤其是面向孩子们
的产品，更引人注目。6日，在
山东省青年企业家领创办企
业创新发展成果展上，这样的
产品也不少。

在现场，记者体验了一
把黑晶自主研发的VR超级
教室。戴上VR设备，仿佛一
下子置身于月球之上，行走
的宇航员，黑色的天际，凹凸
的月球表面，身临其境，非常
逼真，通过变化角度，视野也
随之变换。

据了解，黑晶自主研发
的VR超级教室一体化标准
系统解决方案，联合国内外
知名教研机构和专家组成教
研团队，严格按照K12教学大
纲，开发“产教研”融合模式
课程体系，小、初、高全年级
覆盖，文理科全体系课程，适
用于全国教材，具有1 2项软
件著作权。并最新推出未来
多功能教室、未来安全教室、

未来无限空间、未来职业体
验教室、未来创客教室等五
大未来教室解决方案。

此外，现场还有一枚电池

让大家印象深刻。在大家印象
中，电池充满电动辄要一两个
小时，而奥冠的石墨烯电池充
满电的时间竟不到一分钟!分析

人士认为，未来这种电池产业
化后，将带来电池产业的变革，
从而也促使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革新。本报记者 范佳 陈玮

充充满满一一枚枚石石墨墨烯烯电电池池不不到到一一分分钟钟

8月6日，市民在展会上体验VR眼镜。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量量体体裁裁衣衣，，2222项项数数据据两两秒秒测测出出
3D智能量体只需两三秒，

木 头 提 炼 的 纤 维 做 成 衣
服……6日，在山东省青年企
业家领创办企业创新发展成
果展上，这些高科技令人眼前
一亮!

传统意义上的定制服装，
需要裁缝量体裁衣，耗费时间
较长。而在酷特云蓝的3D智能
量体室，只需换上短裤、背心

样式的量体衣，走进量体室，
通过八个红外摄像头的人体
扫描，仅需两三秒的时间，颈
围、胸围、下胸围、腹围……人
体19个部位的22项数据立刻
显现在电脑屏幕上。这个神奇
的量体室吸引了不少参观者
驻足询问。

这种智能量体室还被搬
上了酷特云蓝的魔幻大巴，可

以灵活移动。展位工作人员介
绍，酷特云蓝魔幻大巴是酷特
智能“移+移”全新O2O营销模
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移动操
作端+移动体验端”的移动定制
体验中心。车内设置3D量体区、
产品展示区、客户洽谈区，是集
推广、销售、体验和数据采集于
一体的个性化定制平台移动体
验端，实现C2M平台的全移动

高效协同和实时交互。
在展会现场，还有一家企

业也和衣服有关，那就是太阳
纸业，木材不仅能造纸，还能做
成衣服、木糖等等。现场展示的
T恤，面料柔软，其中就含有木
材成分。工作人员介绍，木材做
成溶解浆后，将其抽丝做成粘
胶纤维，质感比棉更柔软。

本报记者 范佳 陈玮

本报记者 崔岩
实习生 葛馨新

放弃铁饭碗
选择下海创业

“通过这次峰会，确实感
受到了山东省委、省政府对青
年人创新创业的重视，也深刻
感受到，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
当中，山东对激发青年人创业
和创新活力的一种期待。”

6日下午，王宏杰说，身为
山东人，特别希望能通过峰
会，推动山东的经济真正走出
旧动能的泥潭，进入新动能的
渠道发展空间。

1997年，王宏杰从山东大
学毕业后，来到了当时的山东
省建设厅参与物业管理方面
的工作，3年后，他便下海投身
创业的大潮。

18年来，由王宏杰一手创
办的山东省诚信行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如今已成为一家集
物业管理全过程服务、顾问和
增值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房
地产增值服务集成供应商。并
创造了大陆服务企业并购香
港物业公司的首例，也是中国
首家走向国际化的物业服务
企业。

“我发现山东籍的企业家
在外省、在世界各个地方，都
有做得非常成功的地方，能不
能通过峰会，把这样的企业家
真正吸引回山东来，最起码吸

引他们关注山东、了解山东、
热爱山东。”王宏杰希望这次
峰会，可以为山东带来一个强
大的“朋友圈”。

25名青年企业家
个个行业拔尖

王宏杰还有一个身份，中
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称

“中欧商学院”）济南校友会会
长、中欧校友总会50名常任理
事之一。

这次峰会，他利用自己的
这个身份，帮山东省委、省政
府邀请到了中欧商学院的24
名青年企业家。作为唯一一所
由中外政府合作创办的商学
院，中欧商学院如今已成为亚
洲领先、世界一流的商学院。

“1994年创办以来，中欧
商学院总共培养了28000多名
校友，这些校友既有央企、国
企的领导，也有民营企业家，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
展。”

记者注意到，电子商务、

知识经济、新能源……参加此
次峰会包含王宏杰在内的25
名中欧商学院青年企业家涉
猎各领域。

“我先把我认为对峰会
有帮助和意义的企业家推荐
过来，然后最终由中欧校友
总会和山东团省委再综合选
择。”据悉，推荐标准一是符
合峰会主旨、精神，第二则结
合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产业
发展方向，来寻找比较对口
的校友。

王宏杰介绍说，这些企业
家在他们每个行业领域里面
都是拔尖的。“比如说，英智
传播集团执行董事张桂森，
集团下属上市登陆新三板的
企业就有三家，在中国传媒
领域、危机公关等方面可以
说经验非常丰富。他本人独
立创业前，是联想集团公关部
总裁。”

“再比如说，长期从事跨
国并购咨询和中介服务的马
凯集团董事长李震，是中国企
业海外并购的行家。”

吸引更多企业
到山东落户

在王宏杰看来，这次峰会
第一步是扩大山东经济的朋友
圈，让这个朋友圈更加强大，有
更多的关注度和知名度。

“第二步则是把更多的山
东籍企业家，更多的世界各地
优秀青年企业家，吸引到山东
来，让他们知道山东不仅是一
个民风淳朴、热情厚道的省
份，也是具有政府对经济持续
推动活力的一个省份，让他们
愿意到山东来创业、创新。”

下一步，中欧商学院的这
些企业家会不会跟山东有合
作的空间？

“像刚刚在香港上市的江
苏弘阳股份，这一次就带着非
常明确的投资意向到山东来，
希望能够在济南有相关的，比
如说文化旅游、创意小镇这样
的落地项目。”王宏杰说，接下
来，这些企业都将与山东政府
对接。

中欧商学院济南校友会会长王宏杰：

希希望望峰峰会会扩扩大大山山东东朋朋友友圈圈
8月6日-8日，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峰会2018在济南举行。6日当天，山东省诚信行物业管理

公司董事长王宏杰到峰会现场报道。他不仅自己参会，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带来了海内外24位知名
青年企业家。

葛相关新闻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