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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章指出，向下沉的
O2O会带来大量新领域龙头
崛起的机会。也有报告指出，
2014年，微信拉动了952亿的
信息消费，相当于2014年中国
信息消费总规模的3 . 4%，带
动社会就业1007万人。预计到
2015年底，微信带动的信息消
费将增长至1428亿元。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刘学良对齐鲁晚
报记者表示，很多创业者盯着
这些机会，希望能分一杯羹。

最重要的是勇于尝试

自从李克强造访柴火创
客空间后，每天预约造访柴火
的人都有四五拨，更多的是直
接登门拜访。

“创客”由英文“Maker”
翻译而来，特指敢于行动，把
创意转为现实的人。创客的很
多想法付诸行动后，创意就很
容易演化为创业。为此，各地
政府也开始对创客进行扶持。

李克强视察柴火两个半
月后，浙江省长李强来到杭州
余杭梦想小镇，与创客代表一
起启用梦想小镇。

梦想小镇主打“众创空
间”概念，获得小镇入驻权的
创业项目，将享受最长三年的
免租办公场地、最高100万元
的风险池贷款、30万元商业贷
款贴息等多项优惠政策。如
今，有80个创业项目已涌入小
镇，创业人才达到830人。

不少企业更看准了创客
变为“创族”后的巨大潜力，开
始对创客进行支持。

3月31日，阿里云正式发
布“创客+”，“创客+”将给创
客提供从开发组件、分发推
广、办公场地、前后期投资到
云服务资源的系列创业扶持。

“创客+”平台的联盟成员包
括真格基金、创新工场等30多
家风投机构，恒生科技园、清
华科技园等20多家孵化器与
科技园区，目前已经有141个
创客项目融资。

长沙创客天下工作室发
起人刘玄奇接受齐鲁晚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他正联合他人
筹备“世界创客大会”。

据刘玄奇介绍，“世界创
客大会”计划为全球创客提供
一个完全开放自由的创客集
市，让创客有机会面对面地交
流与展示自己的创意成果。

“世界创客大会还计划在
全球甄选10位创客导师，邀请
他们在世界创客大会期间举
行主题分享和创客营辅导活
动。”刘玄奇透露。

几天前，著名自媒体人罗
振宇在罗辑思维微信号上发
布信息称，“我们发起、成立了
重庆罗友创客公社。”

不少学者对创客、创业的
“狂热”质疑。有文章指出，目
前国内青年初次创业成功率
不足10%，而创客的创业成功
率可能更低。

但这些质疑并不阻碍风
投以及创客、创业者的热情。
刘玄奇说，“创客十有八九会
失败，但那是未来的事情，如
果不尝试，怎么会成功呢？”

新东方创始人、董事长俞
敏洪在明知“有一大半会失
败”的情况下，还计划“每年帮
助支持80到100个创客，支持
他们的新项目”。刘学良告诉
齐鲁晚报记者，创客积极意义
很大，不可否认，“不能因为风
险性而去否定创客，全民创
业，人人创客，虽然有这个提
法，但创业、成为创客并不适
合所有人。最佳创业年龄在30
岁左右。”

4月10日，李克强在吉林
大学考察时，对大学生创业者
说，在校大学生“第一位的还
是学习”，学习是基础，不仅要
向书本学，还要向实践学，创
业实际就是在实践中学，这会
让知识学得更扎实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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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大潮下，小白

领转身CEO

4月9日下午，一份求职简
历被递到李华宾手中。

“他应聘的是网络编辑
岗，但他说之前做过网络前端
开发。”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
对李华宾说。“让他今天下午
赶紧过来。”李华宾看完简历
后随即答复。

筹备新网络平台的李华
宾，正缺懂技术的人才。

1 9 8 0年出生的李华宾，
2012年下半年加入了创业的
队伍，现在是济南乐活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这家在
2013年8月注册成立的公司，
不到两年时间，规模已从最初
的三人发展到十余人。

2004年从中国科技大学
本科毕业后，李华宾先后在天
津多家大型外企就职。李华宾
一直对创业念念不忘，随着储
蓄卡上的数字日渐增加，他离
开职场的脚步也越来越快。

2 0 1 0年，李华宾辞职充
电，考取了南开大学MBA，为
创业做最后的准备。

两年后，他如愿踏进风头
正劲的互联网领域，决定做一
个乡村旅游网络。

基于人们在旅游中不时
遭遇的强制购物、走马观花等
糟糕体验，李华宾试图打造一
种新模式，让导游或领队以

“旅游顾问”的身份出现，为有
出行需求的用户提供旅游咨
询，其收益与购物提成脱钩。

“导游或领队往往掌握着
大量的景区信息，包括哪个景
点最值得看、哪个景点不收门
票等。”李华宾说，通过咨询，
游客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省旅
游开支，并充分掌握景区信
息，真正实现“深度游”。

“这种信息的打通和交
流，也可以改善游客与导游之
间的关系。”李华宾说，他们通
过与景区及农家乐的合作，为
游客和导游争取大量的返利
购物券，这既能让景区吸引更
多的游客，也能让游客获得近
乎免费的消费体验。

2012年国庆节，李华宾和
两位朋友组成创业团队，确定
把开办山东村游网作为创业
项目。不懂互联网技术的他
们，通过外包建起网站，2013年
1月，山东村游网正式上线。

李华宾构想的商业模式，
的确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据他
介绍，网站与卧虎山滑雪场合
作不到两个月，就输送游客300
多人，成为后者第三大网络分
销商。与临沂智圣温泉合作一
个月，就成为其第二大网络预
订商，仅春节就输送游客超过
400人。

至2014年底，山东村游网
已逐渐实现收支平衡。“我们
正在搭建新的网络平台，准备
从5月份开始争取风险投资，目
标融资额2000万元。”李华宾
正在筹划更大的发展。

入驻孵化基地，三

年不愿搬走

当然，就像千千万万创业
者一样，李华宾和创业团队起
步之时，也要历经艰难。

“就拿办公室来说，如果

在市区租写字楼办公，每天每
平米要花费1 . 2元到1 . 5元甚
至2元，这对一个初创团队来
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李华
宾说。

除此之外，新项目需要持
续的资金投入。据李华宾介
绍，2012年到2013年短短一
年时间，他们就投入了100多
万元。

创业之前未曾想过的不
可控因素接连出现，这让他们
在起步阶段背负着巨大压力。
彼时，创新孵化园区已在国内
遍地开花，出于节省成本的考
虑，李华宾误打误撞地走进了
济南市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

“2012年10月，确定回山
东创业后，就在网上搜索可供
落脚的地方。”李华宾说，看
到济南市大学生创业孵化中
心正在招募大学毕业生创业
团 队 入 驻 ，就 打 电 话 咨 询 ，

“孵化中心跟我说山东省正举
办创业大赛，获奖者可以优先
入驻。”于是，他赶紧报了名。
在那年的第一届山东省创业
大赛中，李华宾团队夺得大
奖，第一批入驻济南市大学生
创业孵化中心。

据该中心管理处工作人
员李媛媛介绍，为提高孵化
成功率，中心要对入驻创业
项目进行较为严格的筛选，
成 功 入 驻 的 创 业 团 队 或 公
司，可享受为期三年的孵化
服务。

在创孵中心的服务大厅，
设有创业指导、政策咨询、人
事代理、项目开发、小额贷款
和入驻申请等八个服务窗口。

“大学生创业不容易，我们尽

可能地为入驻企业提供多方
面服务。”济南市劳动就业办
公室创业指导处处长潘常海
说。

“入驻企业可以获得房租
减免，”李媛媛说，入驻合同
一年一签，“第一年全免，第
二年减60%，第三年减50%。
入驻企业只要添置基本的办
公设备就可以了。”

“ 这 对 我 们 很 有 吸 引
力。”李华宾说，即便到了第
三年，每天每平米的房租费用
也仅有0 . 3元，较之其他写字
楼省了不少。

“包括税务培训、实战技
巧，甚至Of f i c e应用等，中心
开展的创业培训对员工帮助
很大。”李华宾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政策资金上的扶持对他
帮助最大，“像科技局、发改
委等不少政府部门，对创业都
会有一些资金扶持政策，中心
会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让我们
去申请。”

根据规定，符合条件的大
学生企业入驻后只有三年的
孵化期。“通常情况下，创业
头三年是一个企业从初创到
成长比较困难的时期，通过这
三年的扶持，企业可以孵化出
来，走向市场，步入社会，新
一批具有市场和社会需求潜
力的创意、创新项目再进入孵
化中心。”潘常海说。

为创业者提供的多项服
务，社区协作的良好氛围，让
在此办公近三年的李华宾不
舍得离开。“前不久，济南爱
不释书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刚
刚搬走，他们已经成功上市
了。”李媛媛说。

孵化器数量多，企

业存活率却不高

从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
中心建成开始，至2015年，全国
孵化器数量达1500家，其中国
家级孵化器达到500家，数量和
规模均跃居世界前列。

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时代，数量不断攀升
的孵化器，正试图更好地为创
业者保驾护航。

与这一形势趋同，济南市
的孵化器数量也在逐渐增长。
据济南市科技局数据显示，截
至2014年7月底，济南市共有各
级各类科技孵化器20多个，其
中国家级科技孵化器6个、省级
3个。孵化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在孵企业1350个，毕业企业981
个，转化科技成果3000余项。

也是在2014年，山东齐鲁
七贤文化城有限公司与济南
大学联合，建立“大学生文化
创业孵化基地”。该基地还对
孵化进行进一步细化，“我们
也是艺术生创业孵化基地、女
性创业孵化基地。”

公开信息显示，目前济南
市在建的孵化器项目，还包括
天鸿地产建设的云豹国际青
年创客特区，以及位于济南市
长清区的创新谷等。

越来越多的孵化器出现，对
创业者而言可谓极大的利好，而
伴随着国内孵化器发展过程而
出现的问题，同样值得警惕。

聊城市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特约研究员刘丰沛指
出，中国的孵化器大致分为四
类。第一类为有政府背景或政
府牵头国企投资，能给予较大
政策优惠；第二类是由企业或
者投资机构建立，旨在为本企
业或组织培养周边软硬件产
品或直接参股盈利；第三类是
房地产开发商创办，为了更好
地带动写字楼售卖或商业中
心人气；第四类则是培训机构
或者类似的营利组织，打着

“孵化器”的幌子进行招商。
“真正意义上的孵化器，

主要是前两类。”刘丰沛说，尽
管我国孵化器数量已经进入
了世界前列，可我们仍然不得
不面对企业存活率的数据：三
年存活率为30%左右，五年存
活率仅为16%左右。

“有许多尴尬的情况，地
产商找到一片房子或者一座
办公楼，把牌子一改就成了

‘某某孵化中心’或是‘某某数
码港’，等初创企业进去洽谈
的时候，聊的不是孵化，而是
能否买房。”刘丰沛说。

据2011年中国百家孵化
器调查报告统计结果，有41%
的孵化器，收入结构总体上仍
以房租为主。

“许多做孵化器的天使投
资人，逐渐热衷于政府补贴、
资金申请、炒作地产项目，根
本不能满足创业者期待。”刘
丰沛在文章中说，“既然根本
没能力没资源做科技孵化器，
为何不换个主题做？”

不管从何种角度来说，服
务而不是收取租金，永远是孵
化器运转的核心。

“我希望孵化基地能给我
们创业者提供更多、更好的软
服务，比如门槛再低一些的政
策性资金支持，以及与真正的
创业实战者面对面的培训或
交流。”4月9日，正在济南大学
读大三的创业者张亚西说。

从创意到实践，再到坚持乃至成功，创业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拮据、瓶颈、孤独，或是一次接一次的推倒重来，是怀揣梦想的创客在起步阶段或多或少要面对的

现实。
近年来，孵化基地如雨后春笋，正尝试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减轻创业者的负担，

为创业的种子打造一个个环境适宜的苗圃。
不过，孵化绝不仅仅是减负，更意味着服务。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自2012年底投入使用至今，济南市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已有
90多家创业团队或公司入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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