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余“草根”相聚齐河谋创业
济南创业俱乐部首届年会“正青春”，多名创业导师和投资人现场支招

□记者 李明

生活日报1月12日讯 年轻的
追梦人、创业导师、投资人……为
给打算创业和正在创业的创业者
提供一个相互学习、资源对接的
平台，11日，济南创业俱乐部第一
届年会暨“草根创造未来”高端论
坛在齐河举办，百余名创业者汇
聚一堂交流创业经验。此外还有
多名创业导师、投资人现场“支
招”。

创业者想在年会上取经

“我想在网上卖汽车配件，目
前对这种经营模式还不是很熟
悉，听说这次年会有各行各业的
创业者参加，就前来取取经。”济
南众森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营销副
总张世诚说。山东大学大三学生
张鹏则为融资而来，他的“幸运摇
摇看”创业项目刚刚在中央电视
台举办的《中国创业榜样》中获得
导师的一致认可，他希望在现场
找到合适的投资人。此外还有不
少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希望通
过与其他创业者交流，获得更多
资源与创业灵感。

“这些都是济南最草根、最年
轻的创业者，他们的企业将给未
来济南经济带来巨大活力。不过
目前不少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面
临信息不对称、资金匮乏等难题，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平台帮助他
们解决。”济南创业俱乐部理事长
商敬工说。

据了解，济南创业俱乐部已成
立半年，目前共有会员300家，涵盖
IT、电子商务、现代服务等多个行
业，企业固定资产50万-1000万元
之间。其中包括不少已经小有名气
的企业，如长清大学生羊倌褚云帅
的明发同茂生态养殖场、大学生农
场主柴会龙的惠龙韭菜家庭农场；
还有知名创业大赛获奖者，如2013
年市中区创业大赛冠军刘美玲等。

企业交流专家点评并重

参会的青年创业者们听取审
议工作报告和各主题演讲后，分
享了自己企业的成功经验、面临
的行业机会，并对半年以来俱乐
部提供的服务表示感谢。大家表
示，通过一年一度的俱乐部活动，
不断整合利用社会各种资源，为
企业之间长期、密切的资源共享
搭建了很好的平台。

除企业间的交流外，年会现
场还有3个以“电商创业与平台运
营 ”、“ 创 业 辅 导 及 创 业 政 策 解
读”、“创业企业融资与风投引进”
为主题的论坛。不仅有像韩都衣
舍、苏宁云商股份有限公司、佳怡
物 流 等 成 功 企 业 代 表“ 现 身 说
法”，更有济南市电子商务协会、
济南市创促会、济南市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中心等机构的相关人士
为创业者进行政策解析、创业引
导。

在12日上午的专业学者高峰
论坛环节，山东韩都衣舍副总经
理贾鹏、上海睿谊投资执行合伙
人执行董事丛健生、济南市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中心融资专家委员
会主任成明等多名专家与参会创
业者进行了现场互动交流，内容
涉及企业经营管理、新三板融资、
电子商务发展模式等多个当前热
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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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明

“我是草根逆袭的典型。”作为
长清区远近闻名的“大学生羊倌”，
褚云帅11日来到年会现场，与其他
创业者分享自己的创业经历。

褚云帅出生于农村，大学毕业
后本来找到一份安稳的国企工作，
但不安分因子作怪，2012年褚云帅
辞掉“铁饭碗”，回家养羊创业。与其
他创业者相似，褚云帅创业不久就
遇到第一个难题——— 资金匮乏。

由于活家畜不能算做固定资产

作为抵押，褚云帅当时不知跑了多
少家银行，但都被拒之门外。“还好
当时找到了创业俱乐部。”褚云帅回
忆，当时俱乐部帮忙争取扶持款项
的同时，生活日报还给予了报道，得
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最终帮他走
出难关，当年就收回投资的60万元
成本。

如今，褚云帅所在的长清区归
德镇养羊的村民都开始采用他的圈
养模式。作为模范，褚云帅还为村民
提供技术扶持、饲料原料供应、销售
服务托管等服务。

□记者 李明

3D打印机、建筑工程3 6 0网
站、城市免费wifi……在济南创业
俱乐部第一届年会上，到处都能见
到高科技的身影。就连会议的签
到、抽奖都省去了传统的纸质入场
券，采用二维码。

事实上，会议前一天记者以及
众多参会者就收到一条特殊的彩
信，除了年会基本内容介绍外，还
附带一条二维码，并告知现场需

“扫一扫”，确认身份后才能入场。
11日年会现场，只见工作人

员用手机一扫记者短信中的二维
码，就出现个人单位以及手机号
码，一秒钟即可。按照二维码的序
列号，工作人员发给记者一张印有
同样二维码的工作证，“扫一扫对
方的工作证，就可以获知对方的单
位和电话号码，这是随身的移动名
片”。

到了年会抽奖环节，也不再需
要与会人员投递入场券等待嘉宾
抽取，只需工作人员启动系统，即
可 从 二 维 码 信 息 中 抽 取“ 幸 运
儿”。

“这不仅可以避免纸张浪费，
还能给会场工作人员减少很多麻
烦。”系统开发者——— 济南英网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辉说。
刘辉也是济南创业俱乐部一员，
他已创业11年，这只是他公司业
务的一小部分。“我们目前主要提
供B2C、B2B电子商务平台软件，
还为大的电子商务商城提供从前
台网站、后台供应链管理、采购、
仓储、物流配送、线下销售、门店
销 售 为 一 体 的 全 程 电 子 商 务 服
务”。

□记者 李明

曾经有一位投资人见到我的
创业项目十分惊讶，说没想到这
样的项目诞生在山东，我当时便
开玩笑称，山东不光出政治家。山
东创业者并不少，而且随着国家
加大对中小企业以及创业者的扶
持力度，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
愿意尝试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只是创业者需要更多像创业俱乐
部一样的环境，让他们有机会交
流沟通、接受指导。

———“幸运摇摇看”APP创始人
张鹏

像这样的年会，就给我们青年
创业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整合
资源、抱团发展的平台。通过年会，
我不仅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和商业
伙伴，更重要的是，大家相互打气，
让我们在“打天下”时更有力量。

——— 济南天澜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曹梦晨

我们在融资、管理等方面或多
或少会出现问题，需要人支招。济
南创业俱乐部这个平台，帮我们牵
线搭桥，解决了不少问题。这次年
会中的专家现场答疑环节，着实给
我带来了一场思想风暴，让我受益
匪浅。

——— 山东乐创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高长涛

□记者 李明

张鹏的名片与其他创业者的稍
有不同，他的公司地址还在山东大
学软件学院内部，因为目前他还是
一名大三学生，也是年会现场最年
轻的创业者。

不过，他的实力不敢让人小觑。
“目前我们公司已经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手机APP——— 幸运摇摇
看。”他在现场给大家展示了他的项
目方案。这款软件主要针对手机广告
植入，通过摇手机获得抵金券、话费、
产品等方式，让消费更加容易看到产
品广告并且不生厌烦。

对于软件的运营推广甚至防盗
版，张鹏也都已经有了他自己的思
路。更重要的是，他的这套项目方案
在近期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创业类节
目《中国创业榜样》中，获得包括金
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栾润
峰，泛太平洋集团创始人刘持金，风
景大地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少军等六位创业导师全票通过
的好成绩。

“这款产品从去年3月份开始研
发，6月我成立叶子公司，如今已顺
利完成测试。”张鹏说，目前公司正
处于VC融资阶段，他希望在现场寻
得“伯乐”，获得300万元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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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创业者齐聚一堂，碰撞交流创业经验。 记者 李明 摄

声音

创业者需要沟通

交流的平台

褚云帅

张鹏

“草根梦的调配者”陈硕

邀请过众多大腕与创业者交流

陈硕

□记者 李明

一 袭 红 色 毛 衣 裙 、长 发 及
腰……陈硕浑身散发着一股文艺范
儿，她从事的工作也确实文艺———

“新咖啡”的老板娘。这家咖啡店在
济南可以数得上第一，是济南首家
以创业为主题的咖啡馆。

济南创业圈里的不少人都知
道，在陈硕的咖啡店里，一杯咖啡坐
一天，可以办公或与其他创业者碰
撞思想，还可参加沙龙，与投资人和
媒体朋友交流。这对无力支付巨额

房租的草根创业者来讲简直是个天
大的利好，因此不少人称陈硕为“草
根梦的调配者”。

截至目前，新咖啡已为创业者
打造了思享汇沙龙、牛人坐班、
Geek Talk技术沙龙、TMT行业人
才交流会、G-Demo创业项目路演
等沙龙交流活动，成功邀请百度山
东总经理周伯虎、淘宝济南总经理
山东省湖北商会常务副会长刘昌
华、上海睿谊投资创始合伙人吕
红民等创业导师与创业者分享、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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