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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近日，由冠生园“梦
创空间”、上海青年创业就业促
进会和冠生园（集团）有限公司
主办的“梦创28”第九期项目投
融资交流会在冠生园互联网金
融园区成功举办。

虽然是工作日，但活动现场
的气氛却异常火爆，精彩的路演
项目引爆了全场的热情，投资方
代表与路演负责人的互动交流更
是成为了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

为了更好地引导青年创业，
上海市社保局就业促进中心创
业指导处范骏副处长亲临活动
现场，结合创业者最关心的热
点，对最新出台的创业相关政策
进行了详细解读。

范骏在活动现场讲解有关
创业者的相关人保政策，其中创
业者贷款扶持政策包括创业前
贷款以及注册公司后的小额担
保贷款。同时，根据创业者带动
就业情况还有相关的贴息政策、
贴息补贴、房租补贴等政策，来
服务本市创业带动就业工作。

参加本期路演的项目共有
五个，包括依靠自主研发的业界
领先的烹饪机器人，通过工业
4.0 手段，将菜品的加工烹饪
——餐饮业最重要的利润中心

和成本中心——自动化、智能
化、互联网化，实现餐饮业全产
业链向“互联网+”的彻底转型
的企业；有生活服务连接网络，
让用户一键获取生活服务的
APP，服务场地不仅是上门服务，
还可以让用户自由挑选想要的
场地，为有技能的人提供平台，
让用户自由打造服务网络的新
型企业；有针对初创公司服务的
设计师对接平台，为中小微企业
提供设计师众包服务型企业；有
以证券投资交易为核心，连接专
业投顾与投资者的专业交流平
台，成为投顾行业的引领者。打
造成以投顾为驱动，以产品为核
心的全景自助式投资服务平台；
还有致力于大数据云计算，团队
来自阿里、微软、暴风影音等企
业，把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超级整
合，移动跨屏广告推广，致力为
广告主带来更多的日活跃和月
活跃客户。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路演，还
邀请了天天创客的王梓羽做精彩
点评。据了解，天天创客是专注
于人力资源保障全程解决方案服
务商，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的互
联网+的人力资源保障，为创业者
解决企业发展人力资源的后顾之
忧，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提供企业
专项的人力资源定制服务。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日前，清科集团携
手深圳市相关部门、创业者和投
资大咖共同探讨属于互联网医
疗的创业、投资机会。

如今互联网医疗的先行者
们已开拓了在线导诊、预约挂
号、远程问诊、慢病管理、可穿戴
设备、医药电商等在内的多个细
分市场。但行业整体发展仍处
于初期阶段，在探索的道路上，
大批创业者陷入了烧钱试错的
困境。那么，资本关注互联网医
疗哪些要素呢？

对此，中卫基金的董事总经
理创始合伙人李文罡作出回答，
他们关注项目四个要素：第一、
是否能“粘”住医生，因为医生是
医疗的关键的资源；第二要占入
口；第三要能改善用户体验，如
果患者到网上挂号，结果预约时
间是在半年以后，那体验就很
差；第四是抓住线下。李文罡指
出互联网医疗有互联网特性，这
就是赢者通吃，一家独大。因此
动作要快，也许将来只会有一个
挂号的平台出现，将来也可能只
有一个问诊平台。

生物谷副总经理贺加原在
论坛上阐述了他对“大数据开启
互联网医疗”的新模式的想法。
医疗大数据能做什么呢？贺加
原回答它有三种功能：

第一、临床的精准医疗，或
者是精准治疗。它在医疗上能

使患者取得更好的治疗方案，甚
至在病人的远程监护上有智能
的手段；第二是在公共卫生的监
控和改善，2009 年谷歌应用大
数据分析，成功地提前了近20
天预测到流感的爆发；第三是提
高医保效率，提高医疗资源的分
配，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通过
大数据分析发现某一种药，价格
更便宜，治疗效果更好，那么医
保机构可以介入到系统来进行
医保控费。

贺加原认为对于互联网医
疗数据发展，未来有几步路要
走。最底层的是基于大数据的
采集，比如传感器和医院的体
检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一些软
件或者工具。第二步是把医
疗数据的互联互通。先各种
医疗的数据、诊断的数据、检
测的数据等等互动起来，在此
基础上进行数据处理、数据操
作、数据分析。更重要的是得
到政府相关的支持，能让数据
真正发挥效益。这是从互联
网 医 疗 到 智 慧 医 疗 重 要 步
骤。挖掘医疗大数据的能力
是最有前景的能力。

医学之窗的创始人张敬则
建议创业者关注医生的需求，如
今互联网医疗有各种各样的创
业都是围绕医生开展，他认为，
医生的学术需求和动力应该是
创业者努力的方向。当然有没
有人为这种项目买单，大家要仔
细思考一下。

青年报记者 朱筱丽

本报讯 面对堆积如山的
简历，HR如何练就一双“慧眼”，
在5秒内快速准确地筛选出合
格的简历且敏锐觉察简历背后
隐藏的真实信息？3月25日，近
百家企业的HR走进“职场菁英
堂”公益培训课堂，听资深“过
来人”传授筛选简历的秘钥。

活动主办方普陀区就业促
进中心告诉青年报记者，“现代
人事管理复杂多变，需要更多
的管理技巧，而企业的HR平时
忙于本职工作，很少有充电的
机会，即便有机会，当面对高昂
的培训费用，则让很多企业心
有余而力不足。”这便是作为以
促进就业为己任的公共就业服
务管理机构推出“职场菁英堂”

系列公益课程的初衷。
据了解“职场菁英堂”系列

公益课程作为普陀区乐业1036
服务品牌的组成部分，将从3月
开始每月举办一次，一直持续
到 11 月份。整个系列课程内
容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高
效招聘官系列，成功职场人系
列以及卓越管理者系列。系列
课程中，将简历筛选、面试技
巧、电话邀约、绩效面谈、说服
技巧、团队共创等企业HR“常常
用得着的”技能和方法进行一
一面授。

在本次“高校招聘官”系列
中的“简历筛选”课程中，资深
HR讲师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
配合专业详实的PPT演示，围绕
简历信息分类、识破简历伪装、
猎头评价简历的十大要素及其

现场模拟演练等环节，深入浅
出地剖析了如何在面对求职者
的简历时快速准确地筛选出合
格的简历，并能敏锐觉察简历
背后隐藏的真实信息，从而有
效提升招聘人员的技能与效
率。

参与课程的HR王女士告诉
记者，作为经验不足的HR面对
堆积如山的简历时，常常会“捉
襟见肘”，如何初筛简历、如何
分配时间、老板要怎样的人才，
通过资深HR的点拨后，对于筛
选简历这一项基础工作“似乎
掌握了一些门道”。普陀区就
业促进中心表示，“让企业HR通
过系列公益培训课程，掌握工
作技能，提升工作效率，在岗位
上不断地升值。这就是课程的
意义所在。”

青年报记者 朱筱丽

本报讯 在项目满天飞、创
业故事不绝于耳的当下，投资
人怎么选项目？对于创业者，
阅项目无数的投资者又有怎样
的忠告？3月30日，第一期梦创
公开课创业导师论剑和项目路
演公益活动在上海青年创业学
院成功举办，四个热点创业项
目前来“亮剑”。40多家机构的
投资人与创业服务者和创业
者，共计300多人集聚一堂，共
论“创业的逻辑思维”、一睹紧
张的项目路演展示。

“为广大创业者提供一个
全免费的创业指导、创业项目
展示和创业资源自由对接的创
新创业服务公益平台正是梦创
公开课的目标所在。”据介绍，
梦创公开课由上海青年创业学
院主办、乔杰创创业服务公益
平台承办、上海市青年创业就
业促进会等多家单位支持，围
绕创新创业为主题的系列公益
活动。活动以创业讲座、现场
讨论、项目路演为主要模块，每
周三下午定期在上海青创学院

开课。
在首期梦创公开课上，乔

杰创创始人周杰从创意产生、
创意计划与执行、创意市场测
试与验证、创业起步前的准备、
开业与融资、互联网+时代的创
业思维与执行、创业误区、创业
建议等众多创业相关主题分享
了草根创业的逻辑思维，并以
案例分析的形式讲述了上海青
年创业学院梦创公开课的“共
创共建、共享共赢”的创意计划
与执行细则。

创业者的“亮剑”同样精
彩。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
及博士后马炯辅导的“VR游戏+
环境智能健身器材”项目、上海
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之一
的“无源核子料位计+APP”项
目、核心专利已获PCT全球专利
优先的“有轨无人驾驶汽车”项
目、复客中国推荐的“智能道闸
机器人+停车APP”项目分别进
行了路演展示。每个项目路演
后，创业导师和投资机构一针
见血的点评以及项目代表们巧
妙的回应，让现场气氛在火药
味和轻松幽默中来回切换。

特地从湖南赶至上海参
加公开课的“VR 游戏+环境智
能健身器材”项目路演者欧昊
在会后告诉青年报记者，在
路演后已有十多位投资人与
他互留了联系方式，有几位投
资人对项目进行了深度交流
且有了投资意向。“上海对于
创业者的扶持力度很大、青年
创业氛围很浓。坐了六七小
时的高铁来沪路演，真的不虚
此行，切实感受到了上海创业
氛围。

同时，通过梦创公开课的
这样公益平台能有效对接投资
人，即是机会也是考验，可以从
投资者的眼中看到项目的优势
与不足。对进一步完善项目有
助推作用。”欧昊表示。

据周杰透露，在4月6日的
第二期梦创公开课上，家庭亲
子记录社区APP项目、智能空气
净化器项目、肿瘤诊疗中心实
体+APP项目、3D打印的O2O少
儿教育项目经筛选后将参与路
演，迎接他们的是老鹰投资、复
客投资等15家投资机构和创业
导师的“麻辣点评”。

互联网时代的“寻医问诊”
资本偏爱细分领域

创业者思维火花的碰撞
“梦创28”第九期项目投融资交流会举行

第一期梦创公开课成功举办

为创业者打造创新创业服务公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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