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未来真正到来之时，企业创始人
能不能看清未来生死攸关。”腾讯集团副
总裁马斌认为。

马斌说，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当第一次、
第二次成功之后，人很容易进入舒适区。只
有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了，才逼迫自己必须努
力，必须挑战。当AI+5G时代到来的时候，
当所有行业都在重构、所有规则都在重写的
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改变？

马斌认为：“新的秩序重新建立需要
新文明崛起、新时空认知、新机制主导、
新范式创新。思维不能停在眼前，要不
断重新认知世界、认知自我。一切企业
比的都是进化力，只有具备自己进化的
能力，才有可能不断前进。”

在AI+5G的背景下如何做好应对？
他预测，2020年，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将更
贵，2021年，产业互联网时代将真正开
始。5G高带宽、低时延、高链接，比4G有
更多应用场景，能够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
长。在未来，只要是人类确定的规则，都可
以用人工智能实现。马斌建议企业抓住这
一轮产业机会，抓住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

抓住AI+5G带来的红利
——访腾讯集团副总裁 马斌

“实体经济数字化，意味着有更多的创
业机会展现在我们所有人面前，这次双创
大会很多报告也围绕着实体经济数字化展
开。”张文中认为，要全面拥抱实体经济数
字化，彻底回归商业本质。

他表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最大特
点就是全面数字化，即人人在线、事事在
线、物物在线。我们要做的就是数据驱动
任务到人时时响应，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能够创造的事又多了很多。目前实体经
济数字化势不可当，互联网、人工智能要
解构、重构实体经济，不是与简单的互联
网、电商、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对抗，而
是包容地把实体经济在数字化基础上重
新升到一个新高度，这里能创造的创业机
会、创新机会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

实体经济数字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张文中指出：“对实体经济而言，拥抱互联
网，实现自身的全面数字化，其实也是一个
学习、创新、提高的过程。实体经济数字化
也需要大量的投入，消费者对服务质量的要
求已经不分线上线下，高标准成为对所有企
业的自然的、发自消费者内心的要求。”

拥抱实体经济数字化
——访物美集团创始人张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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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对话双城论坛首次举办

杭州郑州创客大咖共话创新创业
《2019双创白皮书》发布
河南正在成为投资热土

本报讯 12月12日，双12创客节暨第五届中国
创客领袖大会发布《2019双创白皮书》，2019年1~9
月，全国新登记市场主体数量1766.4万户，日均新设
立市场主体6.47万户。截至9月30日，全国实有市
场主体1.19亿户。与2018年同期相比，2019年1~9
月，每月实有市场主体增速都稳定在12%以上。市
场主体增速平稳，得益于不断降低的投资创业制度
性成本，更进一步发挥就业“稳定器”作用。

独角兽企业被认为是新经济时代科技创新的集中
体现，是“双创”企业的高端代表。《白皮书》透露，根据胡
润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全球独角兽榜，全球独角兽企
业494家，中国206家，美国203家，中国首次超过美国，
中国和美国的独角兽公司数量占全球数量的83%。

针对创业大省河南，《白皮书》提到，2019年，河南深
入推进“双创”工作部署，先后出台多项支持创新创业政
策体系，创新创业主体活力更加凸显，2019年前三季度
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16.19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
1145户。市场主体总量的提升，也意味着河南的创新
创业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三区一群”等战略叠加让投
资者看到了更多机遇，河南正在成为投资热土。

郑州作为河南省会城市，也在通过一系列政策
实施，积极打造“双创”高地，致力打造“双创”升级
版。截至 2018年底，全市创新创业载体总量达到
263家，孵化载体突破 850万平方米，在孵企业（团
队）近万家，孵化水平居全国第13位。

2019中国投资、创客
十大年度人物名单出炉

本报讯 12日下午，双12创客节暨第五届中国
创客领袖大会揭晓了 2019中国投资十大年度人物
名单和2019中国创客十大年度人物名单。

2019中国投资十大年度人物：愉悦资本创始及
执行合伙人刘二海,赛富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焱,
斑马投资创始合伙人庄辰超,大河资本（ZRC）创始
合伙人刘志硕,IDG资本吴挺,信中利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长及创始人汪潮涌，加华伟业资本创始合
伙人、董事长宋向前，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文，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田溯宁，
金沙江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合伙人丁健。

2019中国创客十大年度人物：物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文中，拼多多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黄峥，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
张一鸣，1919酒类直供创始人、董事长杨陵江，酒仙网
董事长兼总裁郝鸿峰，巴奴火锅创始人杜中兵，杭州
绩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胡敏翔，好未
来董事长兼 CEO张邦鑫，熊猫传媒董事长申晨，
UFO共享办公CEO李杨。

豫商宣言发出时代强音
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本报讯“……让我们，坚守创业之志，放眼五
湖四海，开启创新引擎，传承创客精神，以奋勇拼搏
之姿，以横刀立马之勇，以逢山开道之势，支持创新
创业创造，助力中原更加出彩！”在 12日举行的双
12创客节暨第五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上，近 20家
河南知名企业签署了豫商宣言，共同倡议：“豫商创
新创业创造 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大会上，河南省农信社、中原银行、中原证券、
中原资产、河南资产、郑州银行、郑州农商银行、浙
商银行郑州分行、仁合立信、中原信托、平顶山银行
等金融企业的负责人，作为金融豫军代表，共同表
示支持双12创客节创客大会创新创业创造。

本版采写：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 曹婷 侯爱敏
李爱琴/文 丁友明 周甬/图

陈泽民说：“创客首先要有一个特点，
就是坚持。因为创业就是一个不断创新
的过程。”陈泽民自己恰是很好的写照，他
50岁第一次创业，74岁第二次创业，今年
78岁的他，依然奔跑在创业路上。

2009年，陈泽民从三全公司退居
二线，本该是养老的年龄，他却又重新
找到了奋斗的方向：寻求一种清洁能
源代替煤、天然气、石油，以缓解当下
的环境污染问题。

经过一番研究，他把目光瞄准了
地热。数年奔波，他在云南成功实现
了地热发电，建厂周期只是国外的 1/
10，费用只是国外的一半。紧接着，他
又在成功利用地热来解决城市大面积
集中供暖问题。陈泽民说，今年供暖
季，郑州一千多万平方米的供暖面积，
就是由地热清洁能源来实现的，同时
地热供暖还覆盖到周口、尉氏等省内
城市。他的这一做法也被国家能源部
作为河南又一个典型推向全国。陈泽
民说，创新无处不在，我们要敢想敢
干，机会就在你我身边。

敢想敢干 机会就在身边
——访三全集团创始人、万江集团董事长陈泽民

Ultrain联合创始人廖志宇说，近年
来，郑州发展速度很快，不论是在冷链方
面还是在智能制造，都是非常领先的。

廖志宇跟大家分享说，作为一个创业
者，应该考虑一些事情，或者是作为一个
成功的人，该怎么样去考虑自己的一些想
法。首先，一定要不断学习，要非常努力
地获取知识，这一点在她看来非常重要。
其次，一定要做一个有意思的人。现在人
才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大家都可以读
书，中国也有很多学霸，但是，如何让别人
注意到你，你如何变得有意思？因此，大
家一定要从书本之外培养自己对政治、历
史、宗教、文化和其他东西的兴趣。其实
在真正重要商业谈判里，大家并不会一直
跟你聊商业本质，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聊艺
术、收藏、滑雪、体育运动。再次，一定要
充分了解自己的热情和目标，一定要考虑
自己的优势和热情能否长期坚持创业，并
且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责任心，因为创业需
要有很大的责任心。最后，廖志宇给大家
提出一个个人建议，就是要培养自己在公
益事业方面的爱好。

一定要做一个有意思的人
——访Ultrain联合创始人廖志宇

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指出，在
过去创业者当中，女性的比例是相对比
较低的，只占百分之十几，但是在互联网
时代，有几个数字让人非常惊喜，这也预
示着我们国家未来GDP高速增长的一
个潜力所在，这就是女性创业的时代。

如今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电商云
集的平台上，49%左右的创业实体，实际
上都是女性创立的；70%的女性创业者，
她们的业务与互联网紧密相关，可以说
互联网时代大大降低了创业的门槛，让
更多的女性潜能得以发挥；另一组数据
也很让人觉得欣喜，70%女性创业者是
在35岁之前就开始创业的。

“这是一批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
具有开阔视野，同时热心于自己所热爱
的事业和专业，希望能够带来我们国家
消费升级和人民更美好生活体验的一代
女企业家。”杨澜表示，女性在创业过程
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终身
学习。在中国75%的女性都有用自己的
钱去学习的愿望，这个比例高过全球普
遍标准。

女性创业者比例不断升高
——访阳光媒体集团董事长杨澜

80后的申晨是知名的熊猫传
媒的创始人，他说，目前文创产业
做得比较好的有大家熟知的故宫、
天坛等，他们汲取了传统文化中的
某些元素，让这些元素与胶带、口
红、文具盒、茶具、衣服、巧克力等
日常用品紧密结合，实现了文化创
意和品质产品的完美融合，市场反
响很好。其实这也是文创未来的
方向，一定要学会用年轻人的语言
讲历史、讲文化，让抽象的文化变
得好玩、有趣。

在当下国潮崛起的潮流中，
郑州、河南如何抓住机遇，利用
自身丰富的文化资源助推文化
创意产业大发展？申晨说，河
南、郑州文化内涵厚重，可挖掘
的宝藏异常丰富，在文创产业上
大有可为。他建议，可以引入一
些专业的第三方，提取具有河
南、郑州特色的文化元素，吸引
更多的市场资本和力量，共同把
河南的文创产业做大做强。

河南文创产业大有可为
——访熊猫传媒创始人申晨

作为河南企业家创新创业的代
表，胡葆森扎根家乡、深耕河南市场的
创业故事，早已成为业界美谈。在昨
日的创客大会上，胡葆森分享了一个
创业人的心得体会。

“对于一个立志创业的人来说，初
心决定了你最终能走多远。”胡葆森
说，所谓初心就是价值观，也是企业的
核心竞争力所在。核心竞争力，简而
言之就是企业创造的独特价值，这个
独特价值是与众不同的能力，且必须
是一贯的、一系列的，是其他企业不可
模仿的。要想具备这种能力，创新是
唯一的方法。

要想创新，企业就必须是学习型
组织，而忧患意识是学习型组织的重
要前提。对于那些努力想成为行业第
一的创业者、致力于行稳致远打造百
年老店的奋斗者，忧患意识是时常相
伴左右的。胡葆森说，目前建业集团
已经实现了河南 18个地级市、105个
县的业务全覆盖，我们会一如既往坚
定初心，依靠创新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让创新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访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

创客大会上，大咖都抛出了什么新思想？

双12创客节暨第五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12月12日下午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大会现场，来自杭州的微医集
团创始人廖杰远表示，有一点体
会，杭州是一个服务型城市，郑州
是一个有担当的城市。“因为河南
有一个非常丰富的行政和人口体
系，在这里做试点、做创新是很好
的。我们其实有一些创新成果，就
是在河南出来的。”廖杰远认为，郑
州对产业的敏感度，还需要加强。
河南有一亿多人口，这是一个巨大
的创新场景，特别是数字化到各个
消费和产业领域。此外，要加强对
于效率的紧迫感。

对于创新创业，来自杭州的绩
优资本董事长胡敏翔提出，建议现
在国家跟地方要高度重视创业投
资对创业创新的支持作用，特别是
早期创客项目，一般只有团队、规

划、技术，还没有经过市场的考验，
非常需要风险投资人的全面支
持。因此，要更加注重实体经济，
特别是与高新技术产业结合的实
体经济，并对创客文化创业精神要
有全社会包容性，营造实质鼓励创
业创新的良好氛围。胡敏翔表示，
现在是新时代，郑州以及中原大地
希望很大，因为有几个比较优势是
非常明显的，比如河南的人口红
利、“米”字形交通枢纽区位优势。

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表示，
他看好河南的未来。他说，河南本
身具有很好的自然资源禀赋，是人
口大省，无论郑汴一体化、郑许一
体化、郑新一体化，都给郑州高质
量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

胡葆森作为老一代创客，也有

着自己的焦虑，那就是高科技迭代
速度越来越快，原有的这种知识，
所谓的经验折旧失效，这个速度也
越来越快。在野蛮生长的时期，赶
上中国城镇化，房地产业享受城镇
化红利，粗放式管理，还能应付一
下。但是，到了万物互联这样一个
时代，所有的传统行业都要拥抱大
数据，拥抱人工智能，拥抱区块链
这种新的技术的时候，像这种“科
盲”，很多知识的盲点已经很难以
驾驭几万人的企业。

昨日，参加南北对话双城论坛
的创客还有杭州超探新材料董事
长汪训国、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
金惠科技董事长张晨民、好想你枣
业董事长石聚彬、UU跑腿创始人
乔松涛等。

本报讯 南有杭州双11电商节，北有郑州双12创客节。12日下午，作为双12创客节暨第
五届中国创客领袖大会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大会首次举办的——南北对话双城论坛在郑州国
际会展中心召开。论坛吸引了来自杭州、郑州，南北各地的多位创客大咖，他们围绕创新创业
分享了自己的感悟及焦虑，同时还对河南与郑州的未来发展发表了高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