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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故事 创业者说

卓远，做别人想不到的生意
本报记者 邓晶琎

11月的一个上午， 身处长沙河西某咖啡厅
的邹建平，拿出手机，连上无线网络，然后点击视
频监控客户端。 几十秒后，一套位于河东某楼盘
的新房装修工地现场便实时出现在了手机屏幕
上。

“长沙卓远公司给我的手机免费安装了这
套监控视频系统，”邹建平告诉记者，只要有无线
网络的地方，自己就可以随时随地监控新房的装
修过程。“再也不用奔波工地监督施工了。 ”

邹建平所说的这套系统， 来自于28岁的安
徽小伙曹志远的发明。这套“透明家装”系统通过
在装修工地设置特制的无线摄像头，业主能在千
里之外， 用电脑或智能手机轻松监控装修工地。
该系统在全国属于首创， 今年投入市场不久，已
为曹志远赢得了200多万元的收入。

既然是免费提供给业主使用， 又如何获得
利润？

带着疑问， 记者近日走进曹志远创办的长
沙卓远文化传播公司。 原来，貌不惊人又没有任
何特殊背景的曹志远， 能从2800元起家到现在
拥有年收入逾3000万元的公司， 靠的就是敏锐
捕捉那些“想不到”的商机。

“创业就是要找市场的缝隙，做别人想不到
的生意。 ”曹志远说。

一本手册挖出首桶金，
10天赚了3万元

在解开记者的疑惑前， 曹志远不急不忙地
呡了一口茶， 向记者展示了一本A4纸大小的杂
志。

这是一本楼盘的《业主手册》。记者随手翻开
一看，不同于一般白纸黑字的《业主手册》，这本
手册全彩印刷， 前半部分是物业条款及相关文
件，后半部分则是一本家居杂志，里面有家具、装
修、建材等广告。

“这是我做的第一本《业主手册》，它为我赚
了3万元。 ”曹志远娓娓道来。

故事追溯到2008年10月的一天。
那时的曹志远， 在长沙一家装修公司当销

售员。和某楼盘的物业主任谈装饰公司进小区推
广宣传时，无意中看到桌上有一本《业主手册》的
初稿。 物业主任随口道，这是交房时给业主人手
一本的手册，内容包括物业管理服务的条款和签
约文件，每个业主都需要了解。

曹志远随手一翻，白纸，黑字，有些页面是空
白的，这不由得让他仔细琢磨起来：每个新房业
主必读《业主手册》，每个业主买房后又必定会考
虑装修、购买电器，那我为何不找商家来登广告
呀！

曹志远马上找到这家物业公司的老总，提
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份《业主手册》就交给
我来做吧， 不要你们物业掏一分钱的印刷费，只

要你们允许我在手册上登几个广告。 ”
不仅不收钱， 还免费印刷———这样的好事

没有人会拒绝。 物业老总当即就爽快同意了。
接着， 曹志远利用在行业内积攒的人脉资

源， 给认识的各类装修业的品牌商家打电话，谈
广告。 由于曹志远给出的价格很低，平均每个广
告只要2000元，又能精准地锁定目标群体，因此
商家都愿意尝试。 几天便谈成了20几个愿意登
广告的商家。

当时，曹志远身上仅有2800元，要排版、印
刷手册需要一定费用。 谈妥了这20几个意向客
户后，他一下就定心了。

10天后，1000册彩页印刷、制作精良的《业
主手册》很快便出炉了。 拿到这本精美如杂志版
的《业主手册》，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和新房业主
顿时眼前一亮，不久便有业主主动联系该手册上
的商家。 和曹志远合作的商家也感觉物超所值，
当即表示愿意继续合作。而曹志远在此期间便赚
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3万元。

“很多人看不到或者不屑于做这样的生意，
但这其实是一个积少成多的利润空间，我将这个
细分市场做大了，就能成为行业的标杆。”曹志远
说。

创业模式全国推广，
市场延伸至近100个城市

收获第一桶金后，曹志远创业的信心更足。
2009年1月，曹志远成立了长沙卓远文化传播公
司，在长沙市新建楼盘发展《业主手册》业务。

彼时，全国的房地产市场在中央出台“救市”
政策后，逐渐回暖。 长沙2009年全年新住宅交易
面积突破1600万平方米，同比接近翻了一番。 处
于房地产业下游市场的装修家电等行业迎来新

的春天。
曹志远突然意识到，《业主手册》的模式不仅

适用于长沙，更适应于全国所有大中城市。
2010年，曹志远和他的公司团队大举扩张，

深入每一个合作楼盘精确掌握信息， 并整合30
多个行业的一线品牌，为家居、建材、家电行业合
作商家进行全程策划和推广。 很快，卓远公司便
与长沙98%的中端以上新楼盘物业公司签订了
《业主手册》 制作合同， 并与多家全国知名地产
商，达成全国性合作协议。

2011年， 曹志远开始将自己这项独创的商
业模式在全国布局。卓远公司开始在全国寻找代
理商， 并在短短两年间将市场扩展到了北京、深
圳、南京等全国近100个一、二线城市。 2012年，
卓远公司全年收入突破2000万元。 今年前10个
月，公司收入已超过3000万元。

新婚旅行再觅商机，
未来要做“点子大师”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透明家装’的赢利模
式了。 ”曹志远放下茶杯，继续说故事。

今年年初， 曹志远和新婚妻子前往香港蜜
月旅行。 就在这不经意的一次旅行中，他再次找
到了新的商机。

“我发现，香港的无线网络几乎覆盖了整个
城市，只要有无线网络的地方就有人在玩手机。”
曹志远转念一想，为何自己不也建一个服务新房
业主的网站呢？

如今，随着电子商务的日趋发展与壮大，企
业建立网站是大势所趋，也不足为奇。 而曹志远
想要做的网站却给了业主一个非看不可的理由。

曹志远创建了一家专门的网站， 该网站和
装修公司合作开发了一套视频监控系统。网站为

有装修需求的业主免费提供摄像头和配套的一
组登陆账号。业主在手机或者电脑上免费下载该
网站的客户端软件，只要在有无线网络的地方登
录后，就能随时监控装修进度。

“几乎所有业主在装修房屋时，总要考虑防
火、防盗，施工过程有没有偷工减料等问题，”曹
志远说，该网站就是将业主的装修监工变得更简
单轻松。

记者来到了新房业主邹建平的装修工地现
场。 每个房间都装有一至两个可360度旋转的摄
像头，打开手机上的客户端一看，现场画面同步
出现在了手机屏幕上。

装修期间， 邹建平使用这套系统分文不花。
那么，谁来为高科技买单？

“上网看视频时总会有一段缓冲期，这段缓
冲期就是最好的广告时段。 ”曹志远道出了其中
的秘密。原来，每次登录进入该监控系统前，会有
一段约30秒的视频缓冲期， 这期间可通过投放
家居、建材、家电等广告获益。 这样，既方便业主
采购相关产品，又吸引了广告商，还免去了系统
安装成本及运营费用。

“这和《业主手册》的模式如出一辙，他们找
到了市场的空隙，目标群体精准，而且我们的一
次性投入成本也低，实现了共赢。”长沙自在天装
饰公司副总裁舒坚介绍，公司已和卓远公司签订
了长期合作协议，并且希望这套系统能成为行业
标准。

这时的曹志远，却又有了新点子。
“我希望未来几年将公司发展上市后，再专

注于一个新的尝试，”曹志远神秘地笑道，“到时，
我要和几个创业好伙伴建立一个创业点子平台，
把我们的经验和全国有志于创业的年轻人分享，
为他们提供‘点子’服务。 ”

如果说第一次赚钱， 我可能在7岁就
做到了。

那一年，我在村里收废铁 ，然后送到
市里去卖， 赚了差价就在市里买西瓜、冰
棒到农村去卖，挣了十几块钱，给自己交
了学费。

但直到30岁，我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
的创业。 我在22岁时回到永州家乡从事教
育工作，后来转战长沙，从事媒体行业。 当
我已经成为新华社参考消息湖南分部副
主任时，我放弃了这份在旁人看来“稳定
而光鲜”的职业，辞职创办了北纬国际传
媒的“前身”———北纬三十文化传播公司。

为什么从小就不“安分”的我，在工作
8年后才选择自主创业？

在我看来，这8年，特别是在媒体从业
的几年，为我积累了大量人脉资源。 我曾
在媒体担任汽车版面编辑记者多年，凭借
职业优势，我对湖南汽车市场的运营发展
了如指掌，我和汽车领域的企业老总成为
了朋友。 这些，都为我的创业提供了别人
难以超越的优势。

公司成立后，我把业务专注于我熟悉
的领域———汽车行业。 围绕“全力打造汽
车广告服务品牌”的核心，我们在汽车服
务领域努力突破传统品牌推广模式，全面
推行个性化促销策略。 目前，我们公司在
汽车品牌服务领域的营业额以每年50%以
上的速度递增， 发展成8家汽车品牌的独
家代理商、60余家汽车经销商的推广服务
商， 在湖南汽车品牌服务市场上占据了
76%的市场份额。

许多大学生朋友，也怀揣着自主创业
当老板的远大抱负。 诚然，年轻人积极向
上、富有闯劲的精神值得鼓励，不过我在
这里要给你们“泼一瓢冷水”。

学生时代最重要的事还是学业，能够
在学生时代就自主创业并取得成功的事
例凤毛麟角。 在大学毕业后，选择一个适
合的领域潜心沉淀、磨练、积累至少两至
三年，再去思考是否创业，或者如何创业，
成功的机会更大。

事实上，先就业再创业，就是要求创业
者在创业前期做好经验、人脉、资金等各方
面的积累。 创业后还需长期专注于一个熟
悉的领域，才可能在这个市场做到领先。

现在， 北纬国际传媒已经发展成为市
值近6亿元，业务覆盖广告代理、旅游开发、
舆情服务等领域的现代国际传媒集团，并
在2011年成功登陆美国OTC股市， 成为中
南地区第一家赴美上市的文化企业。

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人一辈子做好
一件事就是成功了。 专业人做专业事，专业
事交给专业人去做，所以我们公司从一开始
就耕耘于文化产业，从这个产业最熟悉的一
个领域入手，然后将其与资本、科技、旅游、
体育等领域结合，不断适应时代潮流。

今后，公司将继续专注做事 ，团结一
心，朝着“做国际标准传媒企业”的宏远目
标奋勇前行。

（本报记者 邓晶琎 整理）

创业人物

本报记者 刘勇

与许多成功创业者不同的是， 钟飞最喜
欢谈的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如何花钱。

11月12日， 作为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钟飞把接受记者采访的地点，没
有“按常规”安排在公司总部，而是“刻意”定
在自己投了大笔资金的湖南广益实验中学。

短发、红色披肩，坐在记者对面的钟飞给
人第一感觉是知性、善良，很难与驰骋商场的
女强人联系起来。 钟飞的谈吐，也正是如此：
没有商海的纵横捭阖、刀光剑影，只有感恩的
情怀、女人的感性。

凭借在大学任教时“风险发行”自己编写
的教材， 以及利用所学财经知识在资本市场
上“操盘”获得的丰厚收入，钟飞掘得人生第
一桶金。 1999年，她“下海”独资创办湖南华夏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我能从封闭落后的湘西大山走出来，一
切都得益于教育， 得益于教育就要回报教
育。 ”没有项目论证，仅凭一个念想，下海后的
第一笔投资，钟飞毅然决然地放在了教育上。
经过几个月奔波， 华夏实验学校在长沙县办
起来了。 2007年，华夏投资集团又与湖南师大
附中合作，股份制改造湖南广益实验中学，投

资数亿元兴建“山水园林式”新校区。
“搞民办教育投入大、回报慢。 但我压根就

没打算靠这个来赚钱， 只是希望通过我的资本
和理念，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更多的孩子用教育
改变命运，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人生梦想。 ”钟飞
坦言，10多年来，两所学校直到最近一两年才勉
强实现现金流上的收支平衡， 如果把前期投资
算进来，肯定一直在亏损。 不过她还是很高兴：
两所学校的教育质量都很好， 广益实验中学还
被评为“湖南十佳先进民办学校”，每年有大批
学子进入全国知名高等学府。

民办教育没有“赚头”，钟飞依靠股权投
资、房地产开发的收益对其源源不断“输血”。
而对于如何在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赚钱，她
轻描淡写，甚至“不屑”提及：“这些行业有规
则，市场比较成熟，我的团队也很专业，规规
矩矩做，赚钱真的不辛苦。 ”

在钟飞眼里，花钱才是劳心费力的事。
“比如，投资办民办学校，既没有现成的模

式，外部环境也有所欠缺，什么事情都要操心。我
又有点理想主义情结， 希望各个环节都做得很
好。 不像赚钱，赚多少是多少，不用刻意强求。 ”

2005年，为了反哺家乡，钟飞放弃可赚大钱
的矾矿开发项目，选择在古丈县开发“红石林”
旅游，以带动当地老百姓脱贫。

足足8年时间，钟飞投入2亿余元，开发出一
个美丽的“红石林”4A级景区。“在贫困地区做旅
游开发，就是荒山一片，水、电、路什么配套都没
有，全是‘白手起家’，花钱真的比赚钱还辛苦。 ”

“红石林”名气越来越响亮，游客也越来越
多，但与投资比起来，门票收入还是显得很少。
不过，通过旅游带动，当地村寨老百姓的人均年
收入，从几百元上升到五六千元。 因此，钟飞决
定继续花钱开发第二期“红石林”项目。

从2800元起家， 到现在拥有年收入逾3000万元的行业标杆企业，85后
创业“达人”曹志远用不到5年时间，诠释了一套“剑走偏门”的致富经———

给大学生的忠告：
创业前先就业
北纬国际传媒董事长 杨国林

规矩赚钱不辛苦 感恩花钱很费心
———记湖南华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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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远 发 明
的无线3G装修视频E
系统 ， 通过在装修
工地设置特制的无
线摄像头 ， 让业主
在千里之外用电脑
或智能手机轻松上
网监控装修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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