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赢在中国》季军创客团里传授找钱“秘籍”

““商商业业模模式式清清晰晰了了再再去去找找风风投投””

“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
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
模式之间的竞争。”窦大海用当
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
话作为开场。窦大海说，商业模
式前端联系的是消费者的需
求，后端实现的是投资者的投
资价值，那么中间我们如何来
设计商业框架，就是商业模式。

“当时我参加《赢在中国》
时，参赛项目其实就是一个最
传统的学生食堂。”窦大海结合
自身的创业经历说道，同样是
学生食堂，不同的人按照不同
的商业模式来运作。比如说有
的人将食堂所有的食品都自己
加工、销售，他的商业模式就是

卖产品；还有的人是把整个食
堂租下来，然后把窗口分包出
去，不直接生产产品，就像一个
二房东一样，他的商业模式就
是一个房屋租赁模式；还有一
些人则是给学校或者企业单位
派驻劳务管理食堂，这些都是
不同的商业模式。参加《赢在中
国》时，窦大海设计的商业模式
是以学生食堂为主的团体餐饮
管理项目，最终打动投资人并
获得700万元风险投资。

窦大海认为，一个好的商
业模式需要精准良好的定位，
同时需要设计好自己的业务系
统，找到关键资源能力，发现自
己的盈利模式，设计好现金流

结构，最终才能实现投资价值。
窦大海说，商业模式和管

理模式是相互配合、相互补
充、相互支撑的，管理团队能
不能形成一套配合机制，所有
人员及设备能不能有效运转，
这都有赖于一个企业的管理
模式。“一个好的商业模式在
一开始就决定了企业未来会
成为什么，而企业最终能不能
成为我们设想的目标，取决于
团队的管理水平。”

在互动环节，很多创业者
都提到了如何吸引投资的问
题。做移动电商股权众筹平台
的胡军提到了关于创业初期
与风投对接的问题，窦大海强

调说，在创业初期不要急于去
寻找投资，重要的是要先做好
自己，选择合适的时机再去寻
找投资。

“创业者应该先把自己的
商业模式考虑清楚，作出一个
基本的框架和雏形来，最好在
创业项目蓄势待发的时候，再
去寻找投资，让别人都能够很轻
松地看到项目未来的前景，否则
你费再多的口舌也不会找到投
资。商业模式的优劣使其在融资
过程中的难易程度是完全不同
的，风险投资一定不是可以轻
易被我们用语言说服的，而是
靠商业模式和团队运营实力去
说服的。”窦大海说。

米兰世博山东周下月中旬开幕

山山东东百百年年品品牌牌世世博博会会再再度度聚聚首首

本报记者 刘德峰

100年前，1915年巴拿马
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美国旧
金山开幕，张裕、宏济堂、景芝
等众多山东品牌参展并获奖，
从此扬名海内外。100年后，这

些山东的百年品牌将再度聚
首2015年米兰世博会，展示老
字号的新形象。

据记者了解，将于9月16
日举行的米兰世博山东周开
幕式上，我省将推出东阿阿
胶、张裕、景芝、宏济堂、青啤、
兰陵、玉堂、扳倒井等八家企
业，以米兰世博会山东活动周
组委会名义颁发“世博百年品
牌企业”纪念牌，以此激励全
省参展企业发扬世博百年品
牌精神。

“此次东阿阿胶作为山东
阿胶的代表第三次走进世博

会，标志着传统中医药搭载着
世博的大平台，将在世界范围
掀起中医养生文化的热潮。”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秦玉峰告诉记者，东阿阿胶决
心弘扬世博精神,加快创新发
展步伐，向百亿产品、千亿规
模进发。

“100年前获得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金奖的宏济堂阿胶，
有幸在100年后的今天，参加
2015年意大利米兰世博会山
东活动周，感到前所未有的历
史担当。”宏济堂所在力诺集
团总裁、董事长高元坤坦言，

企业品牌是一座城市、一个地
方的窗口和名片，企业将以这
次活动周为起点和动力，重塑
宏济堂阿胶巴拿马金牌品质，
并把这一民族品牌做实、做
强、做精、做大。

在美国巴拿马世博会上
的成功，也给了张裕极大的鼓
励，从此走上了自1892年创立
以来所延续的“中西合璧”和

“不断创新”之路。目前，张裕
解百纳已出口到欧美亚28国，
甚至还进入了英国皇室葡萄
酒与烈酒供应商维特罗斯的
采购目录。

物联网应用设计大赛

在济开幕

省财政拨付小额担保

贷款贴息资金2 . 2亿

本报济南8月26日讯（记者 韩
笑 通讯员 孔进 严文达 辛志
刚）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近
日，山东省财政拨付资金2 . 2亿元，
专项用于山东省自行提高额度部分
的贷款贴息，为促进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截至目前，山东省共有28340位
创业个人，545家小微企业获得财政
扶持，8 . 75万多人直接或间接受益，
小额担保贷款促创业带就业的倍增
效应更加凸显。

本报济南8月26日讯（记者 刘
帅） 8月26日，山东省物联网应用
设计大赛在山东交通学院举行，大
赛由省经信委、省教育厅、共青团山
东省委共同组织。

26日，记者在比赛现场，见到参
加比赛的烟台南山学院宋汲晨演示
一款智能监控车。在宋汲晨的遥控
下，该车摄像头能前后左右摇摆进
行监控，车体也能移动，车载机械臂
具有抓取物件等功能。“该车可应用
到高危行业。例如，以后遇见化工厂
等爆炸，可派此监控车进入，避免人
员伤亡。”

据介绍，此次大赛由山东省25

所本科院校的110支队伍报名参加，
最终36支队伍进入决赛。本次大赛
要求参赛队伍不仅提交设计作品，
选手还要在规定时间完成物联网技
术的相关实际操作内容，验证其动
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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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筹5000万元

解决供销社融资难

本报济南8月26日讯（记者 韩
笑 通讯员 孔进） 记者从山东
省财政厅获悉，近日，山东省财政筹
措资金5000万元，支持山东供销融
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做大做强，助
力供销社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据了解，山东省财政积极发挥
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打造供销社融
资担保平台，着力拓展政府、银行和
融资担保机构三方共同发力的农村
金融市场。2015年，山东省财政为山
东供销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拨付
注册资本金补助5000万元，提升其
融资担保服务能力。山东供销融资
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自去年12月份成
立以来，目前已与中国农业银行、中
国银行、交通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为省内十余家供销社提供贷款
融资担保1 . 7亿元，切实解决供销社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我省明确公共服务领域PPP责任边界

政政府府不不对对市市场场风风险险兜兜底底
本报济南8月26日讯（记

者 韩笑 通讯员 孔进）
日前 ,山东出台《关于在公共
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鼓
励和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建
设,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
和效率。

意见明确,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主要适用于投资
规模较大、需求长期稳定、价
格调整机制相对灵活、市场化
程度相对较高的基础设施及
公共服务领域，主要包括 :能
源、交通运输、市政工程、水
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

技、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
生、养老、教育、文化、流通、家
政等。

记者了解到，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项目的操作模式为,
政府或授权组织实施机构应
根据项目实施周期、收费定价
机制、投资收益水平、风险分
配基本框架和所需要的政府
投入等因素,合理选择建设—
运营—移交(BOT)、建设—拥
有—运营(BOO)等运作方式。
积极运用转让—运营—移交
(TOT)、改建—运营—移交
(ROT)等方式,将融资平台公
司存量公共服务项目转型为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引

入社会资本参与改造运营。
意见明确了政府和市场

的责任边界 ,指出项目设计、
建造、财务和运营维护等商业
风险由社会资本方承担 ,法
律、政策和最低需求风险由政
府承担。政府不对市场风险兜
底,严控项目风险转化为财政
风险。在签订合同文本部分 ,
意见突出强调了关于设置灵
活调整机制及应急预案的有
关条款,切实保证公共服务的
持续性和稳定性。

意见要求,加快完善政策
措施 ,从健全财政管理制度、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切实保障
项目建设用地、完善公共服务

价格调整机制、简化项目审核
流程、做好综合金融服务、完
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等七方
面健全支持政策。其中 ,在财
政支持政策方面,主要包括积
极探索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
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项目的有效方式；通过以奖代
补等形式,支持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开展工作；优先支持地
方融资平台存量项目转型；建
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发展
基金,充分利用各类股权投资
引导基金参与项目建设；在利
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
贷款时,优先推荐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项目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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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与团省委联合举
办的“青春创业·齐鲁讲
堂”再次拉响“上课铃”。26
日下午2点，山东松乔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窦大
海做客“齐鲁创客团”QQ
群(群号464752642)，以“商
业模式的选择与优化”为
主题，和创客、中小微企业
进行了线上交流互动，分
享他在创业过程中的心得
与体会。

本报记者 李虎
实习生 郝小庆

在本报举办的一期创客大讲堂上，一位听众在发问。对很多创业者来说，打动投资人是一件困
难的事情。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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