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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沪上金融机构助力双创探新路
·资讯创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为响应《加快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的意见》的战略部署，沪上多
家金融机构不断探索科技金融
服务的创新路径，在科技金融服
务创新领域中不断探索前行。

工行上海分行就于近日推
出了助力科创企业发展的“工银
创客+”成长营。“科创企业所处
行业生命周期、运营模式、发展
愿景等差异化特征，我们打造从
贷款、融资、咨询等全方位平台，
为科创企业在成长过程中提供
金融服务体验。”工行相关人士
表示，该行以共建模式与政府、
科创园区、孵化器、加速器、投资
机构、大型集团以及各类创新创
业大赛主办服务单位组建成长
营，依托集团资源支撑以及专属
服务团队，为入营企业提供全成
长周期持续的、综合性、个性化
金融服务和战略支持。“工银创
客+”科创成长营于本月启动开

营，首批入营项目包括：“工银临
港松江科技城”“工银国际医学
园区”“工银汽车城”等12个成
长子营。

无独有偶，近期，浦发银行
上海分行对于高速成长的独角
兽企业融资方案也在不断地做
创新突破，落地了首单独角兽企
业科技含权贷业务1000万元。
此前，针对该集团轻资产、利润
亏损并结合VIE架构特殊性等问
题，浦发银行上海分行为该集团
量身定制科技含权贷授信产品
方案，并积极推荐优质资产管理
公司作为认股选择权的战略投
资人，推动项目成功落地。“针对
具有成长型的科创企业，我们推
出的‘科技含权贷’具有投贷联
动特色。企业通过与银行战略
合作，实现增信，获得无抵押的
类信用贷款。未来，企业可根据
实际发展情况，灵活选择对于期
权的处置方式，包括回购、出售
或转让。”相关人士表示，这是银
行产品突破了传统授信模式，为

新型科技企业发展打开空间，切
实解决了客户的融资需求举措。

除了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外，
金融机构也在为中小微企业的
成长出谋划策。四大会计师事
务所之一的安永于日前成立了
上海国内首家职业技能培训机
构——安永学院，为创业者、投
资者、家族企业接班人等提供培
训及多样化的学习解决方案。

“我们设置的课程将紧跟市场和
政策变化，最快做到以季度为单
位调整授课内容，翼使学员‘知
行合一’，培育新经济时代真正
的商业领袖。”安永的中国主席
及大中华首席合伙人吴港平表
示，上海在对外开放和营商环境
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也是中国新
经济发展和持续对外开放的领
头羊。“作为上海发展的参与者
和受益者，我们期待反哺社会，
培养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深远
价值，期待打造专业的创业家及
投资人交流平台，以及最具国际
视野的创二代成长平台。”

青年报记者 陆安怡

本报讯 去年以来，直播行
业经历洗牌，短视频行业迅速崛
起，并保持快速增长，增速超过
直播。在短视频领域野蛮生长
的同时，蒙眼狂奔的他们也遭遇
了一轮轮整改。近期，秒拍、哔
哩哔哩等19家短视频被整顿。
就在今年三四月，短视频刚刚遭
遇一轮整改高峰期。近期这轮
更为激烈的整顿，反映出短视频
吸引用户的同时，始终存在内容
导向的困境。为此，青年报记者
采访业内人士，探讨短视频领域
如何走出健康的吸金路。

创业者：程正伟（御之马创
始人）

Q：今年三四月，短视频行

业已经历一轮整改高峰，为何近

期的整改更为激烈？

A：短视频对社会舆论影响
很大。

新媒体营销是移动互联网时
代企业重要的营销方式，而短视
频是新媒体营销的重要表现形
式，对于社会舆论的影响很大。

而且短视频的制作门槛相

对较低，可制作人的素质参差不
齐，为了吸引眼球，获取流量，导
致部分视频内容低俗，价值取向
违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此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
在短视频里嵌入木马，当用户
点击后会窃取银行和支付账户
的信息，进行金融诈骗。所以
政府部门为了净化网络环境，
遏制低俗内容，弘扬社会正能
量，一直对短视频行业进行规
范和整顿。

创业导师：刘玮（上海创业
指导专家志愿团成员、上海就业
促进会会员、上海沐新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

Q：这是否是短视频领域遭

遇的史上最大寒冬？

A：这是正常监管，不能称为
寒冬。

刘玮并不认为短视频遭遇寒
冬。“这和资本寒冬有本质区别。”
他举例说，“假如某行业面临快速
的技术迭代，使原本投入该行业
的资金大量转移，这是寒冬。”

而短视频遭遇整改，是政府
部门的监管行为。约谈短视频
平台，目的在于希望企业及行业

自我纠正，这对平台本身的发展
并没有特别大的冲击和影响。
如果行业自纠或企业自查依旧
没有达到规范，那么政府部门会
给予其行政处罚。

Q：短视频领域的创业公司

如何走出不寻常的吸金路？

A：在公司发展和国家政策
之间找到舒适度。

随着短视频发展，将来监管
会更严格，而且平台组织者的相
关法律责任会更完善，相应的
监督机制也会更正规。在刘玮
看来，短视频企业可以利用互
联网传播的技术，传递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符合或一致
的正能量。

他推荐短视频企业关注共
青团中央在微博以及B站开设
的官方账号，学习如何将青年人
喜闻乐见的形式，与传播正能量
的内容相结合。

“没有道德约束的资本追
逐，和犯罪没有差别。”刘玮认
为，视频类企业要避免用猎奇或
出位的方式吸引流量，这是企业
家作为社会一分子所需要具备
的责任感。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2018年上半年，中
国TMT行业（即科技、传媒、通讯
行业）的企业IPO数量锐减。根
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数据，共发生
26起IPO，环比下降47%；融资金
额 578 亿元，环比上涨 15%。
其中，视频业独角兽的爱奇艺和
哔哩哔哩分别于今年一季度上
市，融资额分别约为142 亿人
民币和30亿人民币，其也成为
2018年上半年最大的中国TMT
企业IPO企业之一。

普华永道中国科技、媒体及
通讯行业合伙人林晓帆表示：“上
半年国内IPO 速度呈现出放缓迹
象，而香港市场由于各项新规的

出台及相对宽松的上市条件吸引
了一批TMT企业赴港上市。”

分板块来看，在上半年26
起中国TMT企业IPO中，有12家
中国TMT企业选择在香港及海
外上市，占46%，此外31%选择在
深圳创业板上市，而选择在主板
及深圳中小板上市的占比各为
15%及8%。从行业来看，今年上
半年，硬件与设备行业IPO占比
46%；软件与服务行业占比54%。

展望未来，林晓帆表示：“今年
是港股市场上市大年，下半年在中
国铁塔、小米等重量级IPO 带动
下，预计热度还会持续。当前经济
生活中的不明朗因素，如中美贸易
摩擦等，可能会对TMT 企业选择
IPO 市场及估值带来一定影响。”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近年来，流量的红
利正在快速消失。雪上加霜的
是，用户需求、用户的时间分配、
用户的场景触点都在加速碎片
化。而家居行业面临的除了流
量困境，还有数字化全面迭代升
级艰难的困扰。

红星美凯龙董事长车建新
在第 42 届中国家博会现场表
示，公司正在研发全球家居智慧
营销平台，将成为家居行业未来
全新的商业增值板块。“这一创
新探索将在行业建立全角色、全
场景、全渠道、全链路的数字化
连接，开创赋能全行业的智慧营
销新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着经济

发展水平的提高与消费升级的大
势，家居产业逐渐从从粗放型增
长到集约型发展的转型，绿色环
保也表现出了愈发强劲的竞争
力，甚至成为这场淘汰赛的重要
规则之一。为此，红星美凯龙与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联合发布了
《中国家居绿色环保竞争力白皮
书》，内容显示，超过97%的消费者
在选购家居产品时会考虑绿色健
康因素对身体的影响。业内人士
指出，80后、90后群体对于所要
消费的产品有着更“苛刻”的要
求，绿色环保也是他们衡量品质
好坏的主要维度之一。在这样的
节点上，绿色环保无疑是家居业
参与者晋级下一阶段的“船票”之
一。“家居行业的创新绿色拐点已
现，行业洗牌正式开启。”

青年报记者 陆安怡

本报讯 近日，“智汇浦东，
创见世界”——张江高科895创
业营（第七季）暨第三届浦东新
区创星创业营正式开营，36个
入营项目代表，齐聚于此。

895 创业营是一个服务科
技发展，打造创新创业生态圈，
为创新创业搭建资源整合的平
台。作为创新生态圈的重要组
成部分，自 2015 年启动以来，
895 创业营不断实现着自身的
价值提升，一共有1700个入围
项目、230个入营项目，总估值
超过150亿，培育了包括达观、
傅利叶、钛米、智驾、鲲云等在内
的潜力独角兽企业。

与以往海选产生入营项目
所不同的是，本次入营项目大多
数都来自2018年浦东新区创新
创业大赛的国赛预选项目。主
办方表示，希望通过第七季高强
度、高专业、高频次的入营培训，
真正服务到创业者，提升创业实
力，帮助他们在11月即将举办
的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发挥出

浦东实力，打响上海品牌，助推
浦东创业更高质量的发展。

浦东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
任许景琦表示，浦东国资在张江
26年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积
极作用。“在张江这片区域越发成
熟、配套越发完善的时候，我们要
为张江高科能够继续包容创业者
的那份胸怀，把张江创新创业的
文化传承下来的精神点赞。”

“本季项目可以说代表了浦
东新区创新创业的最高水平。”
自贸区张江管理局副局长张翎
说，“希望这次入营的创业企业，
代表浦东，勇于创新，未来成长
为独角兽企业。作为政府机构，
也将继续服务创业工作，营造更
好的创业生态。”

经过前六季的发展，张江高
科895创业营的创业资源越来越
丰富。作为创新创业的“黄埔军
校”，张江高科的陪练机制为创业
者搭建了良好的创业心得分享平
台。“结营不散场。”陪练代表、大
麦村智能产品生态孵化器总裁李
闯说，“我们这些陪练会一直陪伴
在大家的创业左右。”

19家短视频平台遭集中整改
野蛮生长、蒙眼奔跑的短视频领域需法规与道德约束

895创业营第七季开营
聚集36个入营项目

家居行业迈入智慧营销创新时代

今年上半年中国TMT企业
赴港及海外融资热度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