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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引发思考：
如何保护业态创新？

本报特派记者 刘昕璐 北
京专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6日在回应有
关媒体提问时提及，现在上海共
享单车投放量已经超过45万辆，
注册用户450万，自行车生产厂
家甚至来不及生产。这个新生
事物短时间发展非常快。昨天，
在分组审议现场，全国人大代
表、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抛
出问题，如果可以定义为是一种
业态创新，是不是应该有某种保
护？

当下街头让人眼花缭乱的
共享单车，让王战思考起一个问
题：对类似于这种行业领域中的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政府应不
应该有一种产业政策予以保
护？在王战看来，这种产业政策
应该要保护“第一个吃螃蟹
的”。以当下这场共享单车热潮
为例，许多企业看到有“抓螃蟹”
的机会，于是，大家都跃跃欲试，
纷纷下河“抢螃蟹”，结果，“螃
蟹”没了。

一旦开启了如此“混战”模
式，谁还能笑到最后？“事实上，
我们不知吃过多少这样的亏，然
而，目前还没有一个合理的产业
政策。”王战认为，做业态创新，
不妨给予一定时间的保护期，比
如，3年内，允许2-3家同类型企
业进入这个行业，只有一家那是
垄断，而有两三家了，就可以形
成竞争进而在其中发展完善，到
了三年后，可以全部放开。王战
的这一观点得到在场不少代表
的点头认同。

摩拜、ofo、小鸣、小蓝、智享、
骑呗、优拜、快兔……共享单车仅
在上海就已经五花八门，比比北
京街头的，更是不尽相同，如此发
展速度让人惊诧又显担忧。“这容
易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同
在一组的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
学教授严诚忠直接插话道。

“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是其
一，更重要的是，打击了创新者
的创新积极性，试问，以后谁还
敢去做呢？”王战认为，这容易让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心有余悸，
不敢去创新。

“大家无序地蜂拥而至，‘踩
踏事件’就容易发生，而这样的
后果可能就是所有的投资都不
能赚钱。”王战用了这样一个形
象的说法，在他看来，这对创新
者是一个打击。

因此，对于类似这样的问
题，王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一
方面要推动当前创新驱动结构
升级，同时要制定好的政策，要
使创新者切实得到回报，这样，
创新才会越来越多。过去的光
伏、风机等领域都有类似的前
车之鉴，冒在前头的创新者最
后并没有尝到甜头。王战由此
认为，“创新驱动”还有很多工
作需要探索，核心是要做好、做
精和做细。

大赛纷繁路演频出
思考和沉淀少了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以来，国内逐步掀起了新一轮的
创业热潮。同时，诸如创客威
客、众包众筹等新兴创新范式的
集中涌现，开启了“创新2.0”时代
的大门。

郑惠强观察到，随着各级政
府持续助力，全国各地的“大众
创新，万众创业”势头发展迅
猛。无论是在大学校园内，还是
产业园区中，抑或是电视媒体
上，各种创业创新类的赛事如火
如荼地开展起来，各类创意秀和
路演活动大有“你方唱罢我登
场”之势。

举办各类大赛营造创业创
新氛围本身无可厚非，但“一窝
蜂”式的上马，不仅让人应接不
暇，而且可能对“双创”产生副作
用。郑惠强担忧，创业类大赛数
量过多，留给创业者思考的时间
就会显得不足。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由各
级政府组织面向全国范围的创
业类竞赛活动达 49 场之多，而
2016 年前 11 个月则已突破 58

场，意味着平均每周就有超过1
场全国性的创业大赛鸣锣开赛；
其次，“同质化”活动面临专业聚
焦度不足和“创客”黏度不高的
尴尬。部分赛事专业竞争“深
度”不足，在比赛“曲终人散”后
也很少再有“回头客”。

郑惠强说，一些比赛过分强
调形式和表演，逐渐固化了“台
上项目路演，台下评委打分”的
套路，比赛舞台布景越发酷炫，
参赛者们个个演技十足，夺人眼
球的外在形式往往盖过了项目
本身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其间，
更是有一些年轻人出于“一夜成
名暴富”的心态，将上市圈钱和
被收购退出作为创业的初衷，为
了结识更多投资者，带着创业不
久的公司到处参赛，堪比相亲。
这种做法，既不符合追求卓越、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最终也
将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

多留点时间让
创业者脚踏实地地成长
“创新和创业都需要一定时

间的孕育过程，是无法一蹴而就
的。”郑惠强指出，创意思考需要
时间，点子转化成现实需要时

间，实践中的打磨提炼更需要时
间。因此，应该多留点时间让创
新创业者脚踏实地耐心思考，而
不能将创业大赛变成“秀场”。

为此，郑惠强建议，适当控
制比赛数量，使创业者耐心培育
创新创业项目，并加强对知识产
权和原创作品的保护。“创业者
若抵挡不住诱惑而让创意‘早
产’，就会引发被抄袭和模仿的
风险。”郑惠强以当初马云启动
C2C项目（后来的淘宝）时要求绝
对保密，并与项目参与者签订严
苛的保密协议为例说明，这都是
为了保护孱弱的创意“幼苗”。

与此同时，应进一步提高
“双创”活动专业性，提升对创客
的吸引力。“我们应提倡在高校
内或者专业相近的高校之间摆
擂台，吸引‘极客’、‘技术宅’们
自发开展技艺切磋，不能为了追
求声势和热闹，而忽略比赛的专
业性。”郑惠强说道。

至于如何进一步优化“双
创”活动形式，或许，美国的经验
可以借鉴。1975年，一群狂热的
电脑迷在美国加州组成一家名
为“家酿”的计算机俱乐部。“极
客”们定期聚会切磋，在台上炫

技的和在台下观斗的，都是同一
个领域的“技术宅”们。没有评
委打分，也没有投资人“过堂”。
就是在这种看似简陋的形式和
轻松的氛围中，乔布斯展示了其
第一台苹果电脑，当场被隐匿在
台下观众中的投资人相中。

因此，在郑惠强看来，政府
部门在组织创业创新大赛等“双
创”活动时，不妨借鉴美国“家
酿”俱乐部的活动形式，更加注
重形式的“扁平化”和“简单化”，
拉近台上台下创业创新者之间
的距离，确保交流活动的参与者
和观摩者都是专业的“技术圈内
人士”。

他呼吁，所谓“技艺有高
下，创新无贵贱”，要让参与者
感受到，活动主要比拼的是创
业创新者脑中的创意和手中的
技术，而不是他们的衣着、财富
和社会地位。别让那些西装笔
挺、高高在上的评委导师吓跑
了满怀创新思想的穷酸学生和
创业者们，毕竟后者才是“双
创”活动的“主角”。如此，才能
让活动的参与者们心无旁骛，
以放松的心态一门心思扑在项
目和技术上。

全国政协委员郑惠强：莫将创业大赛变“秀场”

推动创新创业需要有耐心和专业
“在国际环境和国内

形势的双重驱动下，中国
‘创业号’列车正高速行
驶在快车道上，并且还将
不断提速。然而，推动创
新创业需要有耐心和专
业。”这是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郑惠强在观察到创业
类大赛数量过多、留给创
业者思考时间不足后的
一个呼吁，这一声音触动
到许多人的心坎。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昕璐 北京专电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

常委周桐宇此次也向大会递交

关于支持青年人才创业的提案。

周桐宇查询到了两组数据

——第一份来自于一家知名第

三方机构，其公布的《2015 应届

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

在全国受访的近6万名大学毕业

生中，毕业后选择立即创业的人

数比例从 2014 年的 3.2%提升至

6.3%，几乎增加了一番。同时，

另一份调查表明，青年及大学生

创业成功率在全世界为20％，在

中国成功率仅为10％，甚至有学

者指出其实不到1%。

“就阻碍青年群体创业成功

的因素中，青年创业者的实际创

业及工作经验、创业行业选择、启

动资金来源，以及政策的可操作

性都是让他们苦恼不已的问题。”

周桐宇认为，为了让青年群体，尤

其是大学应届毕业生能够在创业

的过程中更扎实稳健地前行，政

府、企业和高校等社会资源可以

一起联动，为青年创业者们搭建

平台、创造氛围以及有效引导，帮

助青年创业者们快速成长，并提

高其创业的成功比率。

就政府层面，周桐宇认为，

要大力营造创业的良好氛围，加

快双创园、科技园的建设，尤其

是扶持有意向、有能力的民营企

业将旧厂房等工业用地改造为

双创园区，为青年创业者搭建更

广阔的创业空间。

周桐宇建议，还要尽可能地

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咨询、交流的

平台与渠道，尤其是“创业导师”

这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设定。

政府可以和企业、高校、社会组

织一起，邀请经验丰富的创业大

咖、企业领袖、实战派成功人士、

高校导师等，通过沙龙、分享会、

线上线下答疑等形式，一起为青

年创业者指点迷津。

“同时，也应从多方面加强对

大学生创业者创业理念的正确引

导，告诫青年创业者们切忌盲目

创业。”周桐宇说，不妨引导青年

创业者在选择创业之前应先到企

业里就业打工，培养良好的工作

习惯，增强职场阅历，积累实战经

验。通过相对规范的制度环境熏

陶，提升阅历和自身综合素质，为

未来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在周桐宇看来，青年创业者

在创业前先在一家企业里工作

其实大有裨益，“可以通过熟悉

公司的业务，了解公司的经营方

向，去体会与揣摩‘下的每一步

棋’背后的内在诉求与外在逻

辑。同时，踏踏实实，勤勤恳恳，

在脚踏实地中摒弃不切实际的

想法，用心体会公司创业者的艰

辛。这对于培养企业家精神弥

足珍贵。”周桐宇说道。

青年报特派记者 刘昕璐
北京专电

委员建议校政企联动合作 提高创业成功率

现
状

建
言

创业者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