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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失败对“山东小盖茨”徐瑞明的启示———

找找准准风风口口才才有有成成功功机机会会

一周财经言论

>>>>

《资源革命：如

何抓住一百年来最

大的商机》

作者：斯蒂芬·赫
克、马特·罗杰斯

未来15年，新增人口、中
产阶级的扩张不可避免地消
耗着越来越稀缺的石油、天
然气等资源。然而，全球顶尖
咨询公司麦肯锡却得出完全
相反的结论：资源枯竭是一
百年来最大的商机。

通过越来越大规模的网
络连接，资源利用率可以大
幅 度 提 升 。比 如 优 步 带 给
O2O平台从业者的启示是，
互联网对传统汽车行业的彻
底改变在于，怎样更高效地
使用汽车，降低闲置，减少拥
堵，进而减少汽车的需求量
和道路的数量。

创富荐书

华为荣耀总裁赵明：

手机厂商打价格

战，你把客户体验放到

什么位置

“苹果并没有提出极致性
价比的概念，它并不是以低价
抢占市场。它的手机应该说在

这个行业当中卖的价格
最高，但大家还是趋
之若鹜，为什么？是
它在客户体验上或
者在个人情感某些
方面，满足了我们这

方面的需要。”
——— 华为荣耀手机

总裁赵明认为，国内手机厂
商为打价格战，把手机成本压
到足够低的话，那么客户体验
会放到什么位置？

“在研发过程中，从筛选1

万个化合物开始，到能够进入
临床试验的其实不超过10个，
这10个化合物能够成为产品，
达到临床并能够成功用于患者
的不会超过1个，这是真正的万
里挑一。”

——— 诺华中国总裁徐海瑛
说，1万个里面出来1个，剩下的
9999个是失败，医药行业的创
新，每天经历的失败远远多于
成功。

“当中国的很多大学，甚
至一些中学不断地为了寻求
高薪工作，全力以赴拼命时，
最起码国外的大学有很多在
说寻找工作已经不是我们首
要目的，我们培养的是世界
领袖。”

———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
团执行总裁周成刚说，国外
高校的教育格局超越了我
们。

“像儒学文化发源地山
东，那里已经找不到一个像
样的古村落了，这样的城镇
化稀罕吗？难道我们还再去
仿古，再去造一些古村落
吗？”

——— 全国工商联副秘书
长王忠明谈到城镇化中的

“文化”问题，他认为，断送了
文化价值的城镇化是没有前
途的。

第一次失败：

被美元玩坏了

1988年出生的徐瑞明16岁时
开始创业，组建网络工作室。

17岁时，徐瑞明收购了一家
广告公司，将公司主营转向互联
网业务，主要是为企业建网站，第
一年营业额就达到200多万元。当
时临沂互联网市场刚兴起，做徐
瑞明这类业务的不多，钱很好赚，

“如今两三千能做好的项目，在当
时都得三五万元！”

2004年夏，徐瑞明参加中国
第一届互联网大会，受到美国
MySpace创始人布拉德·格林斯潘
赏识。格林斯潘对徐瑞明的项目
投资入股后，共同成立银光技术
有限公司。2006年，公司在美国
OCTBB板块挂牌。

2006年正是中国概念股在美
集体上涨年代，“当时什么都不用
干都可日进斗金，我每天的任务
就是乐滋滋在电脑面前看股价。”
徐瑞明说。

2007年初，美国遭遇经济危
机。徐瑞明所持股票由高峰期数
千万美元跌到最后仅值一百多万
美元。最后，他被美国股东廉价收
购了剩余股份，被迫离开创业公
司。这个坐过山车似的过程仅用
了1年时间，那年徐瑞明19岁。

“我被美元玩坏了！”徐瑞明
说，这个教训让他以后在融资时
对外资敬而远之。在他看来，美国
做空机构频频发动对中概股的屠
杀，充满血腥的资本游戏根本不
是他这样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人
能玩得了的。

如何把失去的钱赚回来？徐
瑞明用半年时间搞调研琢磨市

场。这一次，他看准了3G牌照发放
机会。

那时还是彩屏手机一统天
下，徐瑞明还不太了解什么是智
能手机，但他是个爱玩手机的人，
看好未来中国手机市场，他决定
创办一家手机服务公司，用仅剩
的500万元创办了机客网。

徐瑞明把精力放在为全国手
机用户提供手机游戏和软件的下
载服务上。黄金时期，机客网在近

7000万部塞班系统智能手机和半
智能机中投放了游戏应用，占了
该领域20%的市场，2010年公司营
业额已超过千万元。

第二次失败：

错过移动互联首轮机遇

为准确投放手机APP，徐瑞
明花30万拿到清科数据和摩根士
丹利分析报告。数据表明，当时中
国国内手机用户有5亿多，有4亿
部塞班手机，以诺基亚为主。

“我们觉得这个群体经济实
力不够，手机不会换得那么快。没
想到诺基亚说不行就不行了，塞
班没抵挡住安卓和iOS系统。”这
个判断，让徐瑞明错过移动互联
网的首次机遇。

一年多时间，4亿用户消失，
傍着塞班系统的机客网遭遇致命
打击。此时，徐瑞明仓库里还有两
三千万部预装完毕的诺基亚手
机，“我们投资3000多万元，把游
戏应用安装上后，却发现手机用
户突然把我们抛弃了。”徐瑞明只
能硬着头皮转型。

苹果官方发布的数据让徐瑞
明震惊：仅仅一年多时间，苹果应
用商店应用数量已超过10万个，
每天有5000万美金进账。

这个数据让徐瑞明明确了下
一步方向，就是走应用商店这条
路。2012年机客网忍痛割掉塞班
时代留下的各种包袱，全面向新
型移动互联网领域转型，推出“机
客云助手”等手机管理软件方面
的产品。

但这个行业产品迭代太快，
上游手机厂商一旦更新系统，就
意味着徐瑞明他们要全盘推倒重
来，“18天一个小更新，18个月一
个大换代，这是移动互联网的摩
尔定律。你一分钟都不能放松警
惕。”

无名小卒或许凭借灵光乍现
就暴得大名，但烈火烹油的盛景
可能转瞬即逝。虽然机客云助手
的手机安装量不断增长，但仍不
足以进入该领域前五，与机客网
在塞班时代的辉煌相差太远。

但这时的徐瑞明已非19岁时
被美国资本市场玩残的懵懂少
年，他已经知道如何资本运作了，
公司先后获得达晨投资等众多基
金7500万元联合投资，5年时间估
值达到5亿。

现在，又到了一个万众创业、
全民创新时代，徐瑞明也在调整
方向。2014年他投资“众创空间”
项目，引导年轻人创业。

徐瑞明说，年轻人创业要趁
早，但盲目创业必将失败。他建议
年轻的创业者创业一定要坚持等
风来，这个时间可能是一两个月，
可能是一两年，但不能“傻傻地坚
持”。任何时候创业都不是一片蓝
海，只有找准风口才有获得成功
的机会。

朵拉干洗如何攒起10万用户———

我我们们正正在在改改造造你你的的邻邻居居
把邻居变成

社区合伙人

李梅口中的社区合伙人，指
的是有创业意愿的80、90后，他们
谙熟互联网，对O2O和分享经济
模式有体验、有想法，又想自己做
点事，适合加盟到持续转型创新
的企业中。

“我们选择社区合伙人的标
准就是一定要有责任感，服务意
识要强。”在李梅看来，社区合伙
人的形式是O2O和分享经济相结
合产生的创新之举。朵拉干洗店
在济南有47家网点，一半自建，一
半采取社区合伙人形式。

“我们可以上门取送衣服，电
话微信联系都可以。”鲁能领秀城
朵拉干洗的社区合伙人石小美
说。石小美就住在这个小区，也服
务这个小区的居民，让邻居们自
然而然产生亲切感和信任感。

16年来，李梅不是第一次进
行变革，对产品赋予温度。2011
年，朵拉和中国电信合作成立呼
叫平台，自建呼叫中心，自建物
流，实现了从送衣服到店里，到打
个电话上门取衣。

没有线下支撑的O2O

是耍流氓

在干洗业，有的企业转型互
联网做得很彻底，主要走线上，后
端下来的部分都是外包，导致投
诉不断。山东朵拉信息科技公司
董事长冯军涛说，脱离了本质，只
是一味烧钱进行线上营销，最后
不知道企业去了哪里，没有线下
支撑的O2O都是耍流氓。

通过李梅手机，可以看到衣
服从收到入厂、分拣、消毒、分类、

干洗、水洗、整形、消毒、包装完出
厂等整个流程，不同代码代表不
同工序，整个是一套可视的自动
化流程。

要实现这样的标准化洗涤，
就要有高质量工厂。即便建厂成
本再高，自己也要去建。如今，朵
拉既做直营店，也做加盟连锁，在
全国开了600多家店，山东17市都
有，在内蒙古、东北、湖南、广州等
地区设有分店。朵拉在济南已经
建成1500平方米的洗衣工厂，预
计全省将开15-20家洗衣工厂。

如果有一天微信突然

关掉端口怎么办？

去年朵拉研发了软件，包括
APP、微信客户端等，软件还有工
厂版，包括工厂物流端和客户端
等，16年积累的客户资源实现了
线上线下融合，如今APP在济南
已经有10万个用户。

“某种程度上，转型慢也是另
一种快。”李梅说，朵拉的软件开

发用了比较长的时间，每一个环
节都是自己研发和设计的。10万
用户嫁接在别人的平台上，自己
话语权和主动权会缺失。如果有
一天微信突然要把端口关掉，我
们企业该怎么做？我们做自己的
APP，虽然今天才开始推广，但自
己研发的软件用起来不受任何制
约，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总是
不太舒服，租来的终是要交回去
的。

在冯军涛看来，朵拉线上
深入到社区，上门取衣，线下建
好一个洗衣工厂，洗完之后配
送到社区网点，社区合伙人送
达给客户，这是一个流畅的线
上线下渠道。智能化洗衣工厂
不是白建的，对售后服务和质
量保障上有提升。

日本洗衣行业有3家上市
公司，24万家便民网点，在冯军涛
看来，这是中国干洗企业努力的
方向。如今看来，单纯靠原始积累
很难完成快速扩张，条件成熟后，
朵拉会考虑走向资本市场。

本报记者 张頔 整理

当越来越多的人
习 惯 从 互 联 网 叫 外
卖，出门乘坐滴滴顺
风车，出差旅行时通
过在线旅游APP订机
票，分享经济的大潮
已然到来。

“分享产生新的机
遇。”朵拉干洗的创始
人李梅说，朵拉成立16
年积累了大量资源。现
在朵拉要做的就是分
享这些资源，和社区合
伙人广泛合作，让这些
真正有创业能力的人
群得到创业机会。

本报记者 孟敏
实习生 杨兵

朵拉
济南洗衣
工厂，员工
正在对洗
好的衣物
扫码。

互联网+风行天
下，年轻创客下海淘
金，而大部分互联网公
司生存周期不足两年。

“山东小盖茨”徐瑞明
创业10年来经历多次
业务调整，他提醒年轻
创客，创业最重要的是
找准风口选好项目。

本报记者 赵清华

徐
瑞明给
年轻创
客 讲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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