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0月19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张璐

美编：金红 组版：徐凌

A14-A15

创创客客团团QQQQ群群：：336655221144332200 咨咨询询电电话话：：00553311--8855119933117744

关
注
创
客
汇

请
扫
二
维
码

齐鲁晚报倾力打造
齐鲁交通网—齐鲁晚报网

http://jt.qlwb.com.cn/

齐鲁能源新闻网—齐鲁晚报网
http://nengyuan.qlwb.com.cn/

山东产经新闻网—齐鲁晚报网
http://chanjing.qlwb.com.cn/

食安山东网—齐鲁晚报网
http://shian.qlwb.com.cn/

创创客客汇汇路路演演本本周周二二再再次次开开幕幕
鲁信创投投资经理和齐鲁股交中心董事将为创客项目进行点评

本报济南 1 0 月 1 8 日讯
（记者 刘相华） 本周二
（10月20日）下午2点，齐鲁晚
报创客汇常态化路演又来了，
创业者们带上你的梦想，拿上
你的项目约起来吧。本期做客
创客汇为大家带来点评的嘉
宾是鲁信创投投资经理张嘉
智和齐鲁股交中心董事、创始
人之一的高鹏飞，两位嘉宾熟
知资本市场运作规律，参与了
多个企业区域资本市场上市、
投融资对接等项目，市场实战
经验丰富。

为解决融资难，吸纳新资
本，开拓企业融资新形式，结
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投
融资体制改革的背景，齐鲁晚
报创客汇为会员单位开启路
演模式，为企业发展解决融
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毫无疑
问，路演推介是创客汇的重
要内容，凝聚一批“靠谱、实
干、睿智”的投资人顾问团是
重中之重。

目前创客汇里已经有深
创投、红杉资本、九鼎投资、
IDG资本、天星资本、开来投
资、达晨创投、鲁信康大、红桥
投资、吉富资本、齐鲁股交中
心、纳盈投资、鲁信创投、海汇
投资、安芙兰创投(排名不分
先后)等投资大鳄，后期还将
有超过50多家PE/VC机构以
及相关机构加入进来，他们将

陆续做客齐鲁晚报，与您面对
面沟通。

创客汇路演活动将拒绝
“搞形式，走过场”，路演的目
的是为了拼命找钱的好企业
融到资金，找到合作伙伴。鉴
于此，我们将把每场路演都做
到极致，从企业商业计划书制
作，到投资机构的邀请，场地
安排以及营销策划都做了精
心安排，确保每个企业打出的
子弹都击中目标，都造成杀伤
力。

据记者跟踪了解，前期在
参与创客汇路演的20家企业，
不仅频繁地接到投资机构的
深度沟通，而且还有2家企业
已经获得投资机构的认可，资
金也即将到位。

创客汇是齐鲁晚报创客
团的升级版,定位于山东最高
端、最靠谱的创客群体,实行
会员制注册管理,全年将联袂
国内知名的投资机构举行约
100场路演和路演培训,同时
还将组织创客讲堂、企业互
访、私董会等活动,搭建齐鲁
各地中小微企业人脉和资源
圈子。报名咨询电话 : 0531-
85193838。

详情点击关注创客齐鲁
微信公众号，点击如何入会一
栏，即可线上报名成为创客汇
会员或登录齐鲁壹点APP创
客频道了解。

齐鲁讲堂第十二期开讲低息时代如何配置资产

““股股权权投投资资是是目目前前较较好好的的投投资资方方式式””
本报记者 张頔 李虎

如果手中有闲钱，在低息
时代该如何投资？如果创业需
要资金，创业者又该如何融到
资金？本报与团省委联合举办
的“青春创业·齐鲁讲堂”第十
二期活动再次吹响“集结号”，
邀请深圳前海厚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的资深讲师倪静、杜
福民围绕资产管理和创业融
资两个主题进行了分享。

由于经济不景气和持续
的结构调整，央行需要不断释
放流动性来维持货币宽松，而
年内的4次降息却导致资产收
益率进一步走低，持续的低利
率虽然有利于实体经济的恢
复，但不利于财富保值和个人
投资。倪静介绍说，在针对高

净值人群的调研中他们发现，
伴随着投资渠道的收缩，合理
理财规划、现有资金安全、资
产风险控制在理财需求中依
然是占据前三位。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中
国资本市场最具价值的洼地在
哪里呢？倪静认为，上世纪80年
代末90年代初是一个炒股暴富
的时代，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
初是下海经商暴富时代，而现
在国内正处在股权投资及并购
重组的时代，股权投资是目前
较好的投资方式之一。

“ 2 0 0 9年创业板推出，
2014年新三板全面扩容，近十
年的时间，随着国内私募股权
投资行业受益资本市场放开，
正逐渐走向成熟。目前国内资
本市场的日益成熟、行业监管

政策落定和逐渐完善，中国市
场 已 逐 步 迈 入 股 权 投 资时
代。”倪静说，2014年国内私募
股权投资市场共计完成3,626
起投资案例，较2013年同期增
100 . 6%；投资交易共计涉及
金额711 . 66亿美元。

倪静认为，目前较为合适
的资产配置方案应该是红筹回
归（VIE）、股权投资（PE）、新三
板项目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定
增基金、主动管理基金、打新基
金等高风险的投资在资产配置
中占到20%；量化对冲（CTA）、
夹层基金、特殊机会投资基金，
这类中风险的投资在资产配置
中占到30%；可交换债、地产基
金、固定收益基金、P2P理财模
式，这类低风险的投资在资产
配置中占到50%。

在互动环节，山东天眼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洪
枝称，前几天刚去潍坊见了一
位投资人，为正在为主营订制
化产品销售电商平台项目融
资，项目正处于初创期，融资
碰到了很多问题。刘洪枝说，
希望能容融到1500万左右的
投资，投资人见了不少，也有
人有意向，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合适的投资者。

倪静建议说，对于初创期的
项目，一个较快能够找到融资的
方式是找一家专业的基金公司
或者金融机构进行项目重新包
装，通过这种形式获得金融机构
的信誉，为创业项目做背书，这
样不管是成立基金进行融资或
者是再找投资人也好，获得融资
的机会都将更大，更顺利。

山东电力主网实现

智能机器人全覆盖

我省建立贸易融资

项下风险分担机制

本报济南10月18日讯（记者
张頔） 为帮助山东省外贸企业走
出困境，实现我省对外贸易恢复性
增长，山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山
东省商务厅、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
15日联合举办了山东省贸易与融
资推动会。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我
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贸易融资项
下的风险分担机制，对外贸风险予
以补偿。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
贸易融资项下风险分担与补偿工
作的通知》要求，鼓励金融机构加
大对重点进出口企业贸易融资支
持力度，由省财政厅、商务厅、金融
办、人民银行、银监局等政府部门，
会同五大国有银行和进出口银行
等主要金融机构，联同山东省再担
保集团、青岛城乡社区建设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潍坊市再担保股份有
限公司、威海齐东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和日照市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在
会上共同签订贸易融资项下风险
分担与补偿合作协议。

贸易融资项下风险分担与补
偿这个机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
充分发挥担保的作用，为外贸企业
提供服务，放大交易。二是实现风
险分担，按照控制风险、其他补偿
的原则，对贸易融资项下的风险由
省财政、市财政、银行业金融机构、
担保主体按比例承担。

当外贸企业出现失信时，担保
主体将履行责任，履行责任结束后
担保主体对应承担的担保补偿数
额按比例分别向省市提取。

本报济南10月18日讯（记者
李虎） 日前，记者从国网山东省电
力公司检修公司获悉，截至2015年
10月8日，该公司所辖±660kV胶东
换流站及30座500kV变电站安装部
署的32台智能巡检机器人升级改造
工作全部完成，在系统内首次实现
全省联网“三级”集控模式，也标志
着山东电力主网实现了升级智能智
能机器人全覆盖。

变电站智能巡检机器人整合机
器人、电力设备非接触检测、多传感
器融合、模式识别、导航定位等多项
先进技术，采用自主或遥控方式实
现变电站设备全天候、全方位和全
自主可见光、红外、声音等多类型巡
检作业，有效提高电网设备隐患发
现能力。

同同城城物物流流配配送送平平台台山山东东青青年年电电商商大大赛赛夺夺冠冠
做平台、抓资源、找痛点的项目最受专家青睐

本报济南10月18日讯（记
者 王颖颖） 17日，以“青年
引领未来·电商创造机遇”为
主题的“鸿儒杯”第二届山东
青年电子商务大赛总决赛在
临沂大学举办。10强选手通过
路演、回答问题、辩论等方式
激烈竞争，决出了一、二、三等
奖及优秀奖。其中，SOODA体
系-白龙马速达以其完善的同
城物流配送平台项目获得第
一名。参赛评委表示，做平台、
抓资源、找痛点的项目最受专

家青睐，同时也对电子商务发
展方向有启发作用。

比赛形式多样，选手们通
过路演展示项目、专家提问、
选手辩论等方式进行激烈竞
争。此外，参赛选手还可结合
自身项目实际问题现场向评
委提问，评委们就项目估值、
融资及推广等为选手提出了
中肯的建议。

服饰电子商务线上线下
品牌营销项目是一家专门做
发饰的公司，有进军服装领域

的想法。对此，济南未蓝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兼
首席顾问万瑞认为不可取。

“目前发饰的生产商很多，但
是形成品牌的很少，而服装却
有大量细分的品牌。建议将发
饰做深，发展成强势品牌。”而
魔咔猫项目在推广上需要做
的工作就是找到孩子的家长
在哪，从而进行有效推广。

对于此次比赛，评委们一致
认为水平较高。“比如白龙马速
达项目，有点类似滴滴打车，形

成了货运的资源整合，搭建同城
物流配送平台，是一种创新。发
饰的项目虽然做得东西小，但
是很成型，通过淘宝卖产品，充
分利用了现有资源。而萌萌的
世界和魔咔猫项目是关于少年
儿童教育的项目，社会的发展
现状要求必须寓教于乐，他们
都抓住了市场的痛点。这些项
目代表了电子商务不同的发展
方向，也对电子商务发展有启发
作用。”决赛的总评委、知道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解鹏说。

创客们在聚精会神听讲。 本报记者 张頔 摄

时间：10月20日14点
地点：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27楼会议室
人员：创客汇会员企业(暂定5家)

嘉宾：
张嘉智：华中科技大学MBA，中国民建会员，鲁信创投
投资经理。有近十年通信行业工作经验，先后参与投资
或管理多个项目，具备较丰富的行业投资及运作经验。
高鹏飞：齐鲁股权交易中心董事,创始人之一,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 ,作为高层次人才归国。从事区域
股权交易市场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资本市场经验,获得

“2013年度青年金融领军人物百强”称号。

创客汇路演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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