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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客客汇汇项项目目路路演演收收获获意意外外之之喜喜
原本瞄准投资机构，却引出民间投资人“截和”

11月11日下午2点，
创客汇专场路演在大众
传媒大厦27楼会议室举
办，三家企业现场展示。
其中，上马餐饮管理公司
的上马水饺项目除了受
到投资大佬肯定外，还吸
引了民间投资人的青睐，
并表现出投资意向。另外
两家展示企业分别为山
东桌趣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聊城秒展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投资大佬都进行
了逐一点评。

本报记者 王颖颖 韩笑

路演企业负责人在介
绍自己的项目。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在11月11日的创客汇专
场路演中，上马餐饮管理公司
的上马水饺项目成为明星项
目。上马水饺于去年创建，定
位于水饺快餐连锁，依托当前
已有的O2O外卖平台，主营水
饺、面食、米饭等产品的外卖，
店面小而多，开一家店大概只
需要10万元。上马水饺的经营
方式得到了得厚资本总经理
助理张文亮的认可，他认为公
司应当轻资产运营以减轻负
担，并建议考虑众筹。

除了受到投资大佬的认
可，上马水饺还收获意外之
喜。在往期路演中，本报曾报
道过青岛利康源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愿意释放股权融资的
消息，主投医疗器械和餐饮行
业的民间投资人张德海对此
很感兴趣，并报名参加了此次
路演，张德海表示，这两个行
业投资额度5000万元以下的
项目他都在考察。“虽然这次
利康源没有来，但上马水饺也
不错，我很有意向。”张德海
说。

之所以对上马水饺表示
出兴趣，除了行业对口外，上
马水饺的收入模式及盈利能
力他都比较看好。路演结束
后，张德海与张斌在会议室交
谈许久，并表示出投资意向。

另外两个路演项目也是

亮点纷呈，红图资本合伙人及
执行董事韩红与张文亮两位
大佬进行了逐一点评，并与现
场20余人分享投资观点、企业
发展理念等。

山东桌趣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桌面媒体
广告发布的创新型公司，公司
针对桌面媒体的特点设计开
发了集游戏、广告展示、二维
码等功能于一体的星语广告
机，摆放在餐桌上，为大家在
等餐过程中提供娱乐，并植入
广告，计划融资150万，升级产
品及扩大产量等。韩红表示，
该产品的优势在于把广告位
拉到了消费者眼前，能够提高

消费欲望及成效。对于秒展科
技的“妙展网”项目，韩红说，
你们的项目跟桌趣有点像，他
们是用线下带动线上，而你们
则是线上线下同时发展。

大学生创业之星开选

报名截至11月20日

本报济南11月15日讯 (记者
李虎) 创业者们注意啦 !为鼓励我
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山东省人
社厅启动“山东大学生十大创业之
星”评选。据了解,报名截止到11月20

日 ,各市、各高校可以推荐候选人。
评选活动同步在山东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信息网开辟报名通道 ,符合条
件的自主创业大学生 ,可在网上报
名。

此次评选条件包括 ,参评人为
近5年以来毕业且在我省进行自主
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或省内普通高校
在校大学生。参评企业以零起点自
主创业的小微企业为主 ,所创办企
业带动就业效果明显。企业文明经
营 ,管理规范 ,与员工全部签订劳动
合同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薪酬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按时发放。

评选原则上采取自愿报名 ,由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高
校集中上报 ,在媒体上进行公开宣
传并接受社会监督 ,通过社会投票
和专家组评选确定入围人选 ,经社
会公示后确定最终人选。

报名结束后 ,11月23日-11月27

日 ,对上报的候选人 ,专家评审组将
进行初评,确定30名“山东大学生十
大创业之星”入围名单。随后将公示
入围名单 ,其间 ,将通过省内媒体和
网络平台刊登宣传入围人员事迹 ,

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同时,山东高
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上将30名入围
者情况向社会公示 ,并开辟投票栏 ,

按照投票规则进行公开投票。
公示期后 ,将邀请有关专家组

成评审委员会 ,对30位入围人员进
行评选。根据专家票和网络人气票
的投票结果,确定10名“山东大学生
创业之星”人选 ,其余20名获“山东
优秀大学生创业者”称号。

本报济南11月15日讯 (记者
李虎) 近日，省林业厅联合省发改
委、省财政厅开展了社会资本投入
林业生态建设的专题调研 ,发现社
会资本投资林业呈蓬勃发展态势 ,

有的已经收获了林业第一桶金。据
不完全统计 ,自2012年以来 ,每年社
会资本投入林业建设资金达200亿
元以上,2014年高达473亿元,是当年
各级财政资金投入林业的11 . 9倍。

据介绍 ,我省是人口大省和农
业大省 ,却是森林资源小省 ,全省森
林资源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人
均森林面积只有0 . 4亩 ,仅为全国平
均水平的1/5,森林资源严重不足,提
供的生态产品与人们对良好生态的
要求差距越来越大。同时,林产品营
养价值丰富 ,质量安全系数较高 ,在
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上具有独
特的优势 ,与人们追求健康、营养、
安全、绿色的生活方式高度契合。因
此 ,可以说 ,今后一个时期,工业产品
可能会过剩,但生态产品、林产品不
会过剩 ,林业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 ,

前景广阔。
从投资项目来看 ,林木种苗投

资金额129 . 8亿元 ,占社会投资总额
的27 . 4%,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来苗木
行情较好。从经营规模来看。2014年
全省社会资本投资林业建设面积达
713 . 9万亩,其中林下经济、特色经济
林成为经营规模最大的两个类型。
社会资本投资林下经济规模达
2 1 0 . 9万亩 ,占社会投资总面积的
29 . 5%,主要发展林下养殖、林下种
植菌类及旅游观光等。从投资多少
来看,全省投资500万以上的企业和
大户共计1365家 ,投资金额达294 . 4

亿元,其中3000万元以上的有185家,
1000万到3000万的334家。

社会资本

热衷投资林业

推广模式是关键

山东桌趣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树春在路演中
介绍说，他的产品不到2个月，
就发展到了200多家合作方，
入驻了恒隆、世贸、雨滴等各
大商业综合体，并与很多品牌
进行合作，得到了商家的好
评，市场反响很好。韩红评价
说，此款产品非常先进，也具
有一定的市场前景。现阶段，
要脚踏实地的占领线下市场，
同时要组建这款产品的设计

和升级团队。
两位嘉宾指出，对于桌趣

传媒的此款产品，用户量几乎
等于产品价值，产品的市场推
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做不好
产品推广、获取不到用户，就
难以跨过创业的生死线。当产
品确定后，要大规模、创造式
的发展时，产品推广是核心，
应该找到有效的推广模式。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是要
具备不可替代性。而此款产品别
的公司随时都能进行模仿，这是
公司发展中一个明显的弊病。用
户永远都是有选择权利的，当市
场上出现同类产品，凭什么让用
户不选你的竞争对手，而是来选

你？”张文亮提醒。

扩张勿忘轻资产运作

上马餐饮管理公司成立
于2014年，商业定位是水饺快
餐连锁，公司成立之初就确定
了公司的使命是：“服务于大
众的一日三餐，着力解决顾客
的简单和方便”。

经过一年多的运作，现已
建成800平米的中央厨房，上
马水饺连锁店3家，正在建的
两家，投资300多万元。未来两
年，上马餐饮管理公司总经理
张斌打算继续扩张。“我想了
三种开店策略，一是加盟开

店，对加盟商收取加盟费；二
是公司投资进行直营开店，再
有就是通过员工众筹的方式，
筹集资金。”张斌说道。

上马水饺的经营方式得到
了张文亮的认可，他认为，在三
种开店方式中，公司应当考虑众
筹方式。“不仅可以做员工的内
部众筹，可以进行社会众筹。这
样可以进行轻资产运作，减轻企
业发展负担，这也是投资公司在
投资中比较在意的一点。”

对于上马水饺打算建立
自己蔬菜基地的想法，张文亮认
为产业链不必过长，可考虑第三
方合作并表示可帮助对接。

本报记者 韩笑 王颖颖

谈钱也要谈感情，小技巧帮你拉投资人“上船”

不不得得不不说说的的创创业业融融资资十十大大技技巧巧
一、你的气场比PPT更重

要
创业者一般需要通过一份

简单的商业融资计划书，向投
资者(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等
投资机构)进行介绍。很多融资
企业花了大量的时间准备融资
计划书PPT，这非常重要。不过，
在PPT之外，创业者个人的素
质、魅力和气场也非常重要。

二、直指痛点，让听者产
生共鸣

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无
外乎市场、需求、竞争、资金等
几大块。其中需求是基础。如
若能将企业产品所能解决的
痛点用恰当的方式表达，让投
资者产生共鸣，将对融资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三、有的市场数据，胜过
千言万语

现在指望通过一个创业
IDEA就获得投资基本是不可
能。如果创业企业能够拿出一
份详尽的市场数据，公司的客
户概要数据等，相信它的作用
胜过千言万语。

四、多用图片、图表、视
频，少用文字

在向投资人进行介绍时，
要善用图片、图表等。这些多
媒体素材，能够让你的讲解更
加生动。

五、让团队给你加分
有相关工作背景、学历背

景、技术背景的团队，能让你
的团队加分。要善于发现团队
的优点，并妥善表达出来。

六、谈钱不伤感情 拉投
资人“上船”

要让投资人相信创业者，
就需要拿出数据展示创业成功
的商业机会，跟投资人交流时，
感情很重要。与投资人交流时，
谈钱也要谈感情，重点是要真
诚交流而不是骚扰，但最忌讳
的是让投资人觉得创业者在吹
牛。不要介意融资额，拿到钱比
拿多少更重要。投资人一旦投
入，就和创业者在“一条船”上，
会在后续帮助融资。

七、提前做好财务分析及
规划

很多创业企业融资陷入
一个误区：盲目融资。他们只
知道企业需要资金，但对如何
利用好融得的资金，却没有相
应的分析和规划。足够的资金
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运营；但
同时，如果资金使用不当，对

企业也是一种成本的增加及
浪费。对投资者更是不负责任
的表现。

八、不着急要钱
要钱是融资的最后一步。

在要钱之前，还需要详细介绍
企业、产品、服务、痛点、市场、
竞争、运营、团队等方面。只有
把前面的部分做好，融资才是
水到渠成的事情。

九、知己知彼，大有帮助
在与投资公司接触前，最

好能够知己知彼，多了解一些
与对方相关的事情。比如对方
是否投资过同行业的其他企
业、之前的投资历史、投资者
在管理经验及行业经验等方
面能对企业的价值和帮助。

十、站在投资者的立场看
问题

投资的目的是实现投资
收益，绝不是慈善；创业企业
股权投资有非常大的风险，一
旦投资失败，投资方也将遭受
大损失。投资者也希望创业企
业能够用好其资金，而不是毫
无规划。

现场互动

任何创业企业，都希望
能够实现创业融资。那么，
创业者在进行股权融资，与
股权投资机构或天使投资
人进行接触时，是否有什么
技巧呢？今天，小编就跟大
家分享一下“创业融资的十
个技巧”，希望对创业者有
帮助。

本报记者 李虎 整理

创业动态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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