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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惯了大鱼大肉， 乡下原生
态的土菜成了城里人餐桌上的奢
侈品。洋要洋到家，土要土到底。
大部分城里人平时没什么机会下
田种菜 ，但不少人喜欢去大自然
里吃土菜找土食，做亲子活动，体
验自然农耕。 这让我从中发现了
创业商机。

现在餐饮企业很多，O2O餐
饮企业也不少， 但很少直接为生
态农业公司、农村合作社、农产品
生产大户提供品牌包装及销售通
路。我认为电商不仅能提供原生
态土食， 最关键是能提供服务，
可以通过服务改变人们的生活
方式。土食生活网就充分整合了
武陵山脉、雪峰山脉、秦巴山区、
云贵高原等生态条件好的土食
和休闲资源， 为市民提供生态、
健康、 安全的农产品及生态旅
游、休闲和体验服务。市民能通
过网站APP或土食生活的微信
公众号下单购买土食、 租地种
菜、认养年猪、桔园等服务。成为
会员的客户还能在微信上一键
享受手机选菜服务，定制会员甚
至可以不用出门就能定时收到不
同季节的时令食材和一些与美食
相关的上门服务。

我们认为O2O服务中要注重
信息对等， 重视产品质量和用户
体验。 我们对于食材的选择也近
乎苛刻， 每一份食材一定是通过
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客户体验满意
检测后才会引入平台。 同时为了
让土食够土够鲜， 物流配送由专
业公司完成。 从田间采摘的那一
刻起， 每一份新鲜食材进入全程
冷链的物流配送中， 每一位配送
人员送货前都会进行商品识别、
存储、营养知识的培训，确保所有
的营养和水分最低限度的流失。

原生态的农产品忠诚于生活
的原味，忠诚于食物的本真。电商
如果能还原这种原味和本真，就
能实现差异化竞争， 快速在城市
里赢得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创业六字经：“取势”、“明道”、“优术”
汤勇 湖南时代阳光集团副总裁

对于“创业”我有与众不
同的感受， 我每天都在创业，
在我看来创业要铭记三点。

首先是“取势”。大势在哪
里，国家的导向、行业和产业的
导向在哪里， 这个势你一定要
把握住。如果你把握不了趋势，
就会事倍功半；如果顺势而为，
那么你就会事半功倍。2009年
起湖南省实施公立医疗机构网
上药品集中采购， 很多医药公
司特别是小公司没有把握住这

个势，结果出局了。
接下来是“明道”。猪飞上

天后，要想不摔下来，就要让
猪长翅膀，让它能够飞，风过
去以后依然能飞。药品是特殊
商品， 要清楚药企发展的规
律， 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经
营人就是经营人心，让他的内
心能够跟随你，对这个企业有
归属感。时代阳光会为每一位
员工的父母每月寄200元钱，
代员工行孝，这让很多父母很

感动。这就是经营人心。
第三是“优术”。“术”是能

力，“优术” 即不断提升方法，
探索和积累实用的策略，积淀
适合于自己的经验。就创业来
说， 优术是指不要飘在空中，
要落地。比如公司全面市场化
的政策就要落地，公司每个员
工包括董事长的办公面积、电
费、水费都要核算成本，让多
占资源者多付费，提升全员节
约意识。

洋要洋到家
土要土到底
粟腾 土食生活（湖南）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CEO��

■文/记者 甄荣
实习生 赵洁 刘倩

创业途中如何突破“比地平线还矮”
成功精英畅谈创业经：关键要创新和执着，让客户无法挑剔

12月12日下午，吉首大学
2015创新创业论坛在长沙举行，
来自政界、经济界、学术界、企业
界以及国内知名创投机构等
300余名吉首大学校友代表齐
聚一堂，共话创新创业未来。肖
兴平、于成聪、汤勇等多位创业
精英的发言， 让与会者从他们
身上看到，创业者最重要的品质
是创新和执着精神。

不精准不聚焦，
会捡芝麻丢西瓜
肖兴平 湖南微力量艺术教
育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和团队一起艰苦奋斗的
同时， 我经常会这样反思，“你
努力，别人比你更努力，命运为
何垂青于你? 创业光有激情是
不够的， 还需要构建别人难以
复制和企及的壁垒， 即创业一
定要掌握属于自己的核心竞
争力。”这也就是我要先做艺术
教育和影视传媒两个内容的原
因， 将这两块内容打造成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

我因为曾在电视台工作过
多年， 所以刚下海创业时，不
少企业家纷纷登门拜访，请我
当他们企业的品牌顾问，做兼
职、赚外快。对于送上门的业
务，我委婉予以了拒绝。创业
有舍才有得，专注和聚焦最重
要。因为这些与公司主业南辕
北辙，一个人精力有限，而创
业又是分秒必争，如果大包大
揽，不精准、不聚焦，最终两边
都做不好，说到底还是捡了芝
麻丢了西瓜。我觉得，创业必
须全身心投入， 唯有专注才能
创业成功。

“找不到人才， 留不住人
才” 是很多创业者必须经历的
考验和磨难。 而在这两方面，
我却没有任何忧虑。创业四年
以来，我最为骄傲的不是业绩
上的突飞猛进，而是核心团队
不仅没有散，甚至都未曾红过
一次脸。理想+利益，让创业团
队结成命运共同体，是其不二
法门。

公司创业团队核心成员
都看重艺术教育行业和电
影、电视市场前景。团队创业
之前， 大家基本都实现了小
康生活， 没有一个人有经济
负担，唯有此，大家才能不计
较一时得失，轻装上阵。另一
方面， 在早期的股权设置方
面， 其团队的股权只配售不
配送， 每个人只有都投入真
金白银，才会真正全力以赴，
把大家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
业。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强
的意志创业就能够抵达梦想
的彼岸。

要让客户对我无法挑剔
于成聪 湖南成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虽然现在我的公司已经
在新三板上市，但我创业历程
中也曾有过“比地平线还要
矮”的过程。我觉得成功的秘
诀就是一直做到让客户满意
为止。 我不管客户提什么要
求，有什么需求，我一定给你
做到。在这个过程中要让客户
对我无法挑剔，让客户无法抗
拒，这是竞争对手无法复制的
模式。

大学毕业后，我把目光投
向了自来水公司管理这个新
兴领域， 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进行软件研发。我是一个技术

狂人，热天没有风扇，冬天没
有暖气，我都不分昼夜窝在家
里写程序。1999年，我研发出
了MIS水费收费系统并首次
在吉首市供水公司运行，此后
根据客户要求不断升级 。
2014年，推出了“成聪CC+”
这个互联平台， 同时解决了
“人和人、物和物、人和物”的
连接问题， 在一个平台上，就
能解决客户所有的需求，让客
户得到最极致的体验。

我认为， 企业是有责任
的，发展是责任，分享更是责
任。 在推进产品研发的同时，

我更加注重企业文化的培养，
着力打造一个亲和、 团结、有
战斗力的团队。成聪软件的企
业文化就是“坚守”、“敬畏”、
“分享”，员工发自内心的认可
企业文化。始终“坚守”，坚守
做事的原则，坚守正确的发展
方向。心存“敬畏”，抱着敬畏
之心做事，才能做出完美的产
品，抱着敬畏之心创业，才能
创造伟大的企业。 做到“分
享”， 公司发展成果由公司成
员共享，与客户共享，与社会
共享。如今，公司全员持股，就
是“分享”的一个具体举措。

用智能技术减少师生间的沟通成本
赖志强 长沙乐和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1年下半年， 我用跑
摩托车出租赚来的6000元钱
开始成立这家公司。 我现在
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一个画
面，在一个居民楼里面，我用
1200元钱租了100平方米的
房间，房间里有我怀了9个月
身孕的太太，有我的小舅子，
还有我跑摩的赚来的钢琴，
一台二手电脑和一台音响，
这是我所有的创业资本。通
过这些年的努力，今年我们
整个公司营业额已达到一
亿多元。

互联网给人们带来最大
的改变就是信息会更通畅，获
取信息更容易，供方和需方需
要更便捷的接触。我觉得一定
要从市场的需求出发，从客户
的需求出发，这是互联网给我
们的创业创新原则。

我们研发了智能钢琴，在
不改变钢琴原始结构的情况
下，加上我们自主研发的演奏
信号采集及钢琴自动演奏系
统， 通过互联网信号传输，实
现钢琴与钢琴之间互联同步，
加上我们APP里的控制系统

以及教学辅助管理系统，实现
远程教学、学习记录监控和音
乐会同步等，这项技术我们已
在2015上海国际乐器展上展
示。

如今，老师跟学生之间的
沟通成本越来越高，这其中包
括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通过
智能技术创新，老师可以实时
监控和指导学生弹琴。我希望
能通过这种创新，通过钢琴和
音乐让更多人的家庭生活更
有品质，这在实现我们价值的
同时，也能改变这个行业。

肖兴平 于成聪 赖志强 汤勇 粟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