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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月底举行的中山市青年创
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上，
现年 37 岁的温奕亿当选为协会会
长。作为“新中山人”，籍贯广东揭
阳的温奕亿，10 年前与创业伙伴成
立了广东泰安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泰安科技”），从中山开始
创业之路，公司也从中山本土的一个

“小作坊”逐渐成长为一个颇具规模、
业务范围遍布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中山创业
青年如何在创业浪潮中脱颖而出走
向世界？而中山的区位优势和经济
基础，又为青年企业家们提供了哪
些发展要素？在2019粤港澳大湾区
青年企业家中山峰会上，来自粤港
澳大湾区的超500名青年企业家、青
年创业者齐聚中山，畅谈年轻企业
的发展之道。

在他们看来，进入新发展阶段
的中山，在营造创新创业生态方面
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未来，进一步
强化与周边城市创新要素流动、合
作共建更高端的创业孵化平台、实
行更为开放的人才政策，或许是他
们眼中提升中山创新创业环境最为
关键的几个关键词。

推动创新要素流动、共建更高端创业孵化平台、实行更开放人才政策

青年企业家眼中的中山“湾区机遇”

10年前，从一家小工厂起步，温奕亿
和创业伙伴们用了10年的时间让泰安科
技业务扩展到全国，发力汽车零部件领
域，与国内多家汽车品牌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

“我们一开始从零起步，资金全靠自
筹，技术问题也是团队自己解决。”温奕
亿认为，年轻企业在初创时期，往往徘徊
在生存期和成长期之间，会面临比较艰苦
的局面，只有突破了这个阶段，才有可能
走向更高水平。

“白手起家”的经历让温奕亿对青年
创业有自己的理解。“创业者需要做好市
场调研，搭好班子定好目标，然后去做市
场，这是常规步骤。但在实践中，并不是
说我要把这些要素全部准备好了再去创
业，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创业状态。”温奕亿
认为，青年企业家应该有“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韧性，不要给自己太多束缚，在技
术定位和商业模式上做过多的先期设
定。“不能说我缺了什么就做不了了，就不
敢干了，这样就会把自己框死。”

刘靖康则表示，年轻人创业如果需要
动用父母积蓄，创业失败会影响家庭生活
情况的，一般不建议立即加入创业大军。

“90后创业者数量并没有变少，只是
社会的关注度变少了。大学生创业，一定
要做前期的市场调查，确定自己的目标客
户，以及产品的核心市场竞争力究竟在哪
里，重要的是要衡量自己能否承受创业失
败的后果。”刘靖康说：“从来没有什么困
难能让人一夕之间成长，人总是在遇到困
难，在不断解决困难的过程中成长。等到

回首往事时，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有
了不一样的变化。创业也是如此，不要太
过奢求一蹴而就，要有所思考，要一步一
个脚印。”

回首大学期间创业时的“孤军奋战”，
刘靖康现在更注重团队协作。如今，岚锋
创视有300多名员工，六成是研发人员，
2016年至今已有60多项专利获得授权。
该企业的产品主要面向海外市场，去年销
售额达到5000万美元，已成为一家颇具
规模的科技型企业。

发展
从1到10，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韧性

身为中山本地人的李骥，选择在自己
家乡创业；同是中山人的刘靖康则跑到了
深圳创业，将公司部分业务放在中山；而
作为新中山人的温奕亿，已在中山扎根。
这三名青年企业家的创业经历，在不同程
度上代表了中山青年企业家群体。如今，
他们正成长为具有大湾区视野的新一代
企业家。

对于年轻企业来说，所在区域所
能提供的成长要素，决定了企业的发展
基础。10年前，温奕亿来到中山创业，
便是看中了中山的经济和工业基础。

“中山本身有较好的经济和制造业优势，
每个镇各具特色的制造业，经济活跃度
很高。”

对李骥而言，中山的特色产业如红

木、五金、塑料磨具等，为他在环保评估方
面的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去年，他创
立的环创企业服务了70多家企业，营收额
约500万元。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中
山未来的发展值得期待。但一座城市的
经济发展还是要循序渐进，要慢慢汇集人
才。抓住湾区机遇就产生‘立竿见影’的
效果，那也是不现实的。”李骥说，未来，环
创企业的发展情况足够好的情况下，该公
司将考虑不再只做环保评估咨询等方面
的工作，有可能往上游产业链走，自主生
产、销售环保设备。

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创业环境、政策
配套，是一座城市可以提供给年轻企业
的成长要素。温奕亿认为，中山在这些

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中山是一个拥有地
域优势的地方，对接澳门、香港、深圳都
很方便，并且政府对于创新创业项目的
扶持力度很大，给青年创业提供了很好
的平台。”

然而再好的创业土壤，也不可能面面
俱到。相比于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中
山经济在外向力上略有不足，年轻企业应
有进一步走出中山，对接大湾区的勇气。
温奕亿认为，目前中山有许多新一代的青
年企业家很有想法，也很有创新能力，但
仍需要对外学习，提升自身的眼界和格
局。“年轻企业走出去，去向全国或全球布
局，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温奕亿说：“在
政策与平台较为完备的前提下，政府可以
为青年企业家提供更多的培训和互动，提

升青年企业家们在思想上的格局，拥有更
加开阔的视野。”

选择将公司落户在深圳的刘靖康，如
今每个月都要在深圳、中山两座城市之间
来回奔波至少两趟：“我的家人在中山，总
是要回家看看的，开车两地往返时间也不
长，挺方便的。”深中通道的加快建设，让
刘靖康对中山的未来发展有所期待：“未
来，往返深圳、中山两地将会更加便利，我
可以预想到，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深圳企
业和人才到中山落户。”

在刘靖康看来，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总体上取决于人才的净流入情况，如今
国内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一个城市工
作，在另一个相邻的或者往返便利的城
市居住。

机遇
区域融合发展为企业跃升提供良机

如果说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创业环
境、政策配套等要素是企业发展的“原材
料”，那么人才就是这些要素能否发生化
学反应的“催化剂”。想要利用好这些要
素，人才的催化作用不可或缺。

温奕亿认为，相较于广深等一线城
市，中山在人才吸引力上确实有待提升。

“一些高等院校的高材生，可能会不愿意
到中山来。”但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将加速人才流动，为中山带来一轮人才浪
潮。“未来中山的人才问题不会太凸显。”
此外，从自身经验出发，温奕亿表示，初创
型企业在解决人才问题时，可以采用灵活

的方法和方式，如期权激励等，不拘一格
留住人才。

刘靖康则表示：“人才和企业是相互
吸引的，对于我们公司而言，招聘人才并
不困难，困难的是如何留住人才，尤其是
像我们这种科技型企业，员工的流动性实
在太大了。”

如何留住人才成为了包括刘靖康、李
骥在内的企业家的共同困惑。李骥的环
创企业于去年1月份创立，坐落在中山市
南区。目前，环创企业团队共有7人，其
中包括3名工程师，主要经营环境评估、
工程技术、安全生产咨询等业务。

对于环创企业这样的初创公司，李
骥对人才问题也颇为头疼。“公司一直有
在招聘人才，也有人过来面试。”李骥表
示，找到合适的人才不容易，留住人才更
难，他也十分担心人才流动性大的问题。

事实上，中山在吸引人才方面已经下
足了功夫。2012年，中山市率先实践招商
引资与招才引智并举，2014年正式命名为

“中山人才节”，创办了人才发展高峰论
坛、“人才之夜”文化沙龙，为中山引入了
一批高端创新资源。统计数据显示，中山
连续五届人才节共举办60项专题活动，共
吸引29名院士、超百名国家重点人才工程

专家和15.8万名海内外人才齐聚中山，签
订了包括引进院士团队的264个人才合
作项目。

这在刘靖康看来，还不是解决人才问
题的关键。“用高薪水聘请博士、专家，很
多企业和城市都有这个实力。一个优秀
的专家，可以为企业发展、城市规划起领
头作用，但一个好‘将军’也得有‘兵’可
带。我认为解决人才问题关键在于留住
企业管理层精英和业务骨干，这些人才
是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一旦这些人才
流动性大，对企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麻
烦。”刘靖康说。

挑战
如何留住人才成企业发展关键

“90后”“标准哥”“创业者”……中山
市青年创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岚锋创
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岚锋创视”）创
始人刘靖康的身上带着许多“标签”。

这个1991年出生，南京大学软件工程
专业毕业的学生，大学时在互联网圈里便
小有名气：他用7000张同学的照片做出了
南京大学各院系“标准脸”，引发网络围观；
2012年，他根据360董事长周鸿祎接受采
访时的拨号声，通过技术分析破解了周鸿
伟的手机号码，成为一时热闻，也收到了周
鸿伟、李开复等企业家的入职邀请。

但刘靖康放弃了多份入职邀请，2014
年，他选择了自主创业。

如今，刘靖康已成长为岚锋创视的创
始人，他突破技术壁垒，着眼全球市场，喊
出了“人人都是VR摄影师”的口号。目
前，岚锋创视主要生产、销售全景相机和运
动相机，其全景相机不仅可以实现拍摄时
的360度全景呈现，还可以支持虚拟设备
观看，实现身临其境的现场观感。

谈及青年创业，刘靖康颇有感触。大
学期间，他曾信心十足地带着自己开发的
视频内动态植入广告技术——xAd前去
参加路演，但结果却让他哭笑不得：投资人
欣赏他的技术创新，却也不看好他的“孤军
奋战”和产品的市场推广。

创业无门，他选择了“曲线创业”——
加入别人的创业项目，以最低成本学习的
方式，了解创业的整个过程。他加入了两
个创业项目——“超级课程表”和“大学助
手”，而后退出自己组建团队重新创业。

巧合的是，中山市青年创业协会理事、
中山市环创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下称

“环创企业”）创始人李骥与刘靖康有着相
同的想法和创业经历。26岁的李骥也是个

“90后创业者”，是中山大涌人。2015年李
骥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
于中山市南区办事处工作了一年，此后转
去一家环保评估机构工作了近一年，后借
着政策红利和家人的支持出来自主创业。

买书、上培训班，再加上在环保评估
机构的工作实践，李骥从一开始对环评行
业的一无所知，到现在成长为一家环评企
业的创始人，他也十分认同“曲线创业”的
路子。

初创
从0到 1，他们

选择了“曲线创业”

（南方）

2019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企业家中山峰会举行。

不动产首次登记公告
湛自然资（国土）公告【2019】117号

根据申请人陈秀英提供的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经
初步审查，我局拟对其位于湛江市霞山区民享西二路
47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予以登记，现将该宗
地情况予以公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及相关证明材料送达湛
江市国土资源局霞山分局地籍股（地址：霞山区民享
路 31号）申请复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
立的，我局将依法予以登记。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4月23日

不动产首次登记公告
湛自然资（国土）公告【2019】123号

经初步审定，我局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首次
登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
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2019年 5月 17日之前）将异议书面
材料送达我局，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
我局将予以登记。并将登记结果在我局门户网站
（gtzyj.zhanjiang.gov.cn）进行公开。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湛江市赤坎区体育北路
15号湛江商务大厦7楼湛江市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
组，联系方式：0759-3160383。

湛江市自然资源局
2019年4月25日

解除车辆挂靠关系公告
由于下列货运车辆挂靠在我公司名下，车辆挂靠使用人未按双方约

定依法进行车辆检验检测、未按要求投保，也未按约定缴纳服务费，处于
长期失联失控状态，危害公司及其他车辆的权益并构成根本性违约。为
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第94、96条规定，特通知解除以下车辆
与我公司的挂靠关系。此后车辆在外的一切活动与我公司无关，所造成
的一切后果及经济损失均由该挂靠车辆的使用人自行承担。给我公司造
成的损失，公司保留诉讼的权力，如有异议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依法
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视为同意解除挂靠关系。解除挂靠车号：粤
G38828、粤G0622挂、粤G38500、粤G0508挂、粤G0211挂、粤G0653挂、粤
G5624挂、粤 G0675挂、粤 G39821、粤 G36624、粤 G40297、粤 G40165、粤
G39663、粤 G37887、粤 G38747、粤 G45307、粤 G42521、粤 G42558、粤
G43943、粤 G40167、粤 G48698、粤 G48181、粤 G49709、粤 G48730、粤
G45483、粤 G49759、粤 G38397、粤 G35955、粤 G38630、粤 G44451、粤
G38128、粤 G38605、粤 G42450、粤 G39230、粤 G38214、粤 G39629、粤
G39987、粤 G39531、粤 G39011、粤 G39219、粤 G38987、粤 G1295 挂、粤
G38890、粤 G43853、粤 G40346、粤 G39676、粤 G39618 粤、G42566、粤
G39561、粤G39981、粤G42496、粤G54359、粤G42171。

联系电话：0759-2301749
湛江市东海海联运输有限公司

2019年5月5日

温馨提醒：

企业及个人各类证件

遗失，及时登报声明，保

障自身合法权益。

业务咨询：3336821

咨询时间：8:00-11:50
14:40-5:30

刊登各类证件遗失

权利
人

陈秀英

坐落

湛江市
霞山区
民享西
二路47
号

宗地四至

东至民享西二
路；南至巷道；
西至民享西二
路47号；北至
巷道。

权利
性质

划拨

权利
类型
国有
建设
用地
使用
权

面积

26.54
平方米

用途

城镇
住宅
用地

备
注 权利

人

王莲英

坐落

湛江市
赤坎区
新江路
32号

宗地四至

东至新江路；
南至叶兴；西
至卢平；北至
新江路八巷

权利
性质

划拨

权利
类型
国有
建设
用地

使用权

面积

53.15
平方米

用途

城镇
住宅
用地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