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山创业峰会在济南举办：专家大佬论创业，路演企业做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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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是不是‘互联网+’，要
看有没有创造出新市场。”1日
上午，北京大学软件学院金融管
理系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博士、
互联网普惠金融研究院执行院

长赵占波畅谈“互联网+营销模
式创新”，他的精彩言论点燃了
泰山创业峰会的现场。

赵占波分析说，创造出新
市场，就是“互联网+”，比如滴
滴打车；没有创造出新市场，
就是“+互联网”，比如滴滴专
车。“移动互联网每天发生的
大 事 会 影 响 我 们 的 方 方 面
面。”赵占波举例说，比如携程
收购去哪儿网，你再也买不到
便宜的机票了；滴滴、快的合
并，你再也抢不到红包了。

在赵占波看来，能够把你
的公司搞垮的，很可能是来自
行业外的一家公司。

本报济南12月6日讯（记者
任磊磊 孟敏）“我有一个

梦想，今天就是为它来的。”12
月1日，中国泰山创业峰会在济
南举行，峰会采取“主题演讲+
专题讨论+项目路演”的形式，
专家学者、投资大佬、路演企业
纷纷登场，或阐述互联网时代
的营销创新，或对自己的项目
进行推介。最终，青岛奈琦尔公
司的海藻纤维应用项目，获得
山东开来投资有限公司2000万
元启动资金。

深冬浓霾难锁齐鲁大地的
创业热情，1日上午，泰山创业
峰会还没开始，300多人就挤满
大众传媒大厦四楼学术报告
厅。在9点钟主题演讲环节开始
后，四位嘉宾逐一登场。

“看是不是‘互联网+’，要
看有没有创造出新市场。”北京

大学软件学院金融管理系教授
赵占波畅谈“互联网+营销模式
创新”，他表示，移动互联网时
代就是要不断给用户制造惊
喜。此后，北京大学中国职业研
究所所长陈宇、《阿里商业评
论》创始主编崔瀚文等就互联
网平台带来的创新创业新契机
发表观点。

在下午1点30分开始的专
题讨论环节，三位嘉宾的观点
也是颇具看点。山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夏鲁青
报告议题为“准确把握新理念

促进创业转型升级”。他表
示，山东是人口大省，不仅要大
力扶持青年人初始创业、积极
推动农民工返乡等“草根创
业”，还要引导高精尖人才“精
英创业”，让各个领域、各个层
次都动起来。讨论中，中关村创

新研修学院副院长张国庆等嘉
宾就创业创新进行重点阐述，
他们还与台下广大创客互动，
点燃峰会气氛。

此次峰会最引人注目的是
三大项目的路演。其中，山东自
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汽
车后市场服务，旗下的“任我
行”停车服务APP可以帮助用
户解除停车烦恼。菏泽远浩广
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则通过线
上的优居客互动平台，实现客
户线上免费咨询、免费设计、免
费量房等。此外，青岛奈琦尔生
物科技公司专业从事海藻纤维
应用研发，他们提取的海藻纤
维成本低廉，可以用于生物医
药和军工等诸多领域。最终，在
六位知名投资机构大佬进行激
烈讨论后，青岛奈琦尔获得
2000万元投资。

“工业时代的主要生产模
式大规模、标准化、低成本，将
被未来时代的生产模式全覆
盖、柔性化、高价值所取代。”中
国就业促进会资深领导、北京
大学中国职业研究所所长陈宇
教授主旨演讲是“面对未来新
发展 打造双创新引擎”。

“人类对无生命物质的征
服，创造了工业文明。”陈宇举
例说，工业文明的特征是征服
煤石油金属非金属，使人类进
入更高文明社会，随后，陈宇话
锋一转，“今天这个社会仍然是
个不平等的社会，工业文明不
是历史的终结。”他眼光敏锐地

指出，不平等的雇佣关系会被
平等的社交关系所取代，柯达
就死于内部的雇佣关系。

“未来是互联共享社会，最
重要的是人才，比如产业创新
型企业家乔布斯。”陈宇说。

“长尾市场将慢慢汇聚形
成新的市场。”1日上午，《阿里
商业评论》创始主编、“中国小
企业发展论坛”发起成员、清华
大学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研究
中心研究员崔瀚文谈“互联网
平台促进创新创业之契机与实

践”时，提出该观点。
在正态曲线中，中间的突

起部分叫“头”，两边相对平缓
的部分叫“尾”。相对而言，分布
在尾部的需求是个性化的、零
散的，这些需求会在曲线上形
成一条长长的“尾巴”，所谓“长
尾效应”，即将所有非流行的市
场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比流
行市场还大的市场。

“互联网降低了企业供给
的边际成本，让供给曲线与
需求曲线相交于‘远尾’。”崔
瀚文说，这样一来，一方面使
得 碎 片 化 的 小 生 意 得 以 成
立 ，比 如 长 尾 市 场 、小 众 品
牌；另一方面，企业可服务更
偏远的客户。

信息传播方式变了，生活
方式变了，生产方式变了，生活
习惯变了，双创时代来临，我们
该如何选择合适的双创模式？1

日，中关村创新研修学院副院
长、北京赛中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总裁张国庆在中国泰山创业
峰会上作出回答。

张国庆提出，商业的本质
是抢夺客户的时间，时间在哪
里商机就在哪里。“过去的双创
模式已经不适宜现阶段经济的
发展。”在张国庆看来，新的双
创生态系统需要包括要素聚
集、氛围营造、服务体系、市场
导向、规则公平等几个方面。张

国庆预言，将来票务代售、户外
广告、大型卖场、旅行社、传统
制造业等行业有可能消失，餐
饮业、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
教育、农业行业将被改写。

本报记者 孟敏

本报济南12月6日讯（记者
孟敏） 1日，在泰山创业峰

会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副厅长夏鲁青表示，创
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解决山东面临诸多挑战的根
本性举措。因此，必须以“走在
前列”为目标定位，推动创业由
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据统计，山东省创新型创业
项目中，90%以上聚集在城镇；
创业层次上，大部分创业企业、
项目聚集在低端产业链上，高端
的创业项目往往“曲高和寡”。

山东一定要补好创业工作
的“短板”，解决好“木桶效应”
的问题。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
留学回国人员、科研院校及企

事业单位科技人员等高层次人
才创办企业，这一群体技术起
点和管理水平较高，创业成功
率较大，对于提升产业层次、优
化产业结构、增强产业竞争力
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我省还要大力促进
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非农创业
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针对
不同的产业形态，既要建好针对
高新技术、文化创意、互联网等
新兴产业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
区，也要建好农村种植养殖业、
家庭服务业、商贸流通业等传统
产业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区，打
造出一大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平台载体，真正实现错位竞
争、优势互补。

省人社厅副厅长夏鲁青：

创创业业勿勿曲曲高高和和寡寡
需需补补齐齐短短板板

嘉宾观点

北大软件学院金融管理系教授赵占波：

创造出新市场，才是“互联网+”

中关村创新研修学院副院长张国庆：

客户的时间在哪 商机就在哪

北大中国职业研究所所长陈宇：

未来社会是互联共享社会

《阿里商业评论》创始主编崔瀚文：

长尾市场慢慢汇聚成新市场

12月1日，泰山创业峰会现场座无虚席。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12月1日的峰会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夏鲁
青作报告。

赵占波

崔瀚文

陈宇

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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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6日讯（记者
王颖颖 李虎） 1日的泰山

创业峰会上，有150多人通过
“创客齐鲁”（qlwbckt）微信公
号报名参会，来自省内各行各
业的这些创客积极进行互动，
听得也格外用心。

上午9点，峰会正式开始。
在座无虚席的会场内，大部分
人都在拿着手机拍照，而来自
章丘的李明华却在拿着一个笔
记本边听边记。当中国就业促
进会资深领导、北京大学中国
职业研究所所长陈宇教授作

“面对未来新发展打造双创新
引擎”的主题演讲时，她已记了
好几页纸。“我是从章丘过来
的，在医院工作，觉得生活太安
逸了，自己还很年轻，想创业，
知道今天有活动就过来参加
了。”李明华说。

“收获更多的是创业反
思。”齐鲁晚报创客团成员、山
东物流智家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高级副总裁王力说，“大家
都在说创业，但是大学生创业
成功率很低。‘大众创业’并不
是说现在就要创业，而是在心
中埋下创业的种子，为将来做
打算。”

现场花絮

别人咔嚓拍照，

她记一本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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