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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创业者“创得了活得下做得大”
团省委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共话促进青年创新创业

1月12日下午，“共青团与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座谈会
在长沙举行，围绕“服务青年创业
就业”主题展开热议。

座谈会上，部分省人大代表、
省政协委员、 专家学者， 金融机
构、风险投资机构负责人，创业基
地、创业服务机构负责人，青年企
业家和大学生创业者代表等，围
绕主题畅所欲言、发表意见。大家
一致认为， 要进一步加大青年创
业就业政策、资金扶持力度，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出
席会议并讲话， 指出要形成支持
理解青年创新创业的社会舆论氛
围，系统整理各方面资源，打造公
平正义、 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环
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让广
大青年创业者“创得了、活得下、
做得大”。

让双创服务本身成为一个行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谢勇

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基本面是
好的，未来发展空间依然很大。湖
南省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
期， 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民
生建设，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
就是发展的动力。 过去老的需求
结构趋于饱和， 未来发展要从供
给端谋划，创造新的需求。要实现
这个目标，最关键的是人才，只有
把更多的企业家精神焕发出来，
把各种生产要素有效整合， 才能
形成市场需要。

目前促进双创要解决两大瓶
颈，一是政策资源怎么整合，二是
有限资金怎么用好。 现在很多部
门都在抓创新创业， 要注意资金
和资源的整合。

此外应该建立一个创新创业
群体的交往平台， 扩大平台的影
响，给双创人员一个精神家园。要
大力建设和加强这个双创平台，
通过专业服务， 提高创业的成功
率。创业创新不一样，应该要有区
分。 无论创业还是创新都是企业
家的活动， 把市场各种资源整合
起来，创造新价值。在不同阶段提
供不同服务， 可以有效提高创新
创业的成功率。

建设这个平台要调动两方面
的积极性，既要政府积极引导，更
重要的是社会力量要进来， 让双
创服务本身成为一个行业。

加大对青年创业就业政策扶持
力度
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 汤立斌

为准确了解我省青年创业就
业服务现状， 团省委联合调研机
构、专家团队深入全省8个市州开
展“青年创业就业服务” 专题调
研。从调研结果分析来看，我省青
年创业就业服务现状主要存在以
下问题：一是服务青年创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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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发展不足，没有充分形成能
够帮助青年创业项目协调链
接资金、市场、人力资源的市
场主体。二是青年创业扶持资
金使用方式单一，以小额资助
为主， 且存在条块分割过细、
部分项目得到重复资助的现
象。三是青年创业就业缺少沟
通交流平台。很多青年创业者
还处于单打独斗发展的状态，
没有尝试通过各级政府或职
能部门建立服务平台，来为自
己寻找资源谋求发展。

结合我省青年创业就业
服务现状，应加大对青年创业
典型宣传的力度，宣传推出一
批代表我省产业发展方向、能
够起到示范作用的青年创新
创业典型，以他们的事迹来鼓
舞青年群体投身创新创业大
潮，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加大
青年创业就业政策扶持力度，
目前国家对于城市社会青年、
农村青年、返乡青年等重点青

年群体而言，扶持政策仍缺乏
独立性、 完整性和专项性，建
议省委、省政府统筹对现有支
持青年创业就业的政策进行
梳理，专门出台覆盖青年创业
就业方面的政策文件，进一步
优化青年创业就业的政策环
境、夯实制度保障基础。

由于青年创业普遍缺乏
资金，建议省财政设立青年创
业担保扶持专项资金，撬动金
融机构推出新产品、 新服务，
从信用担保和资金扶持角度
入手，解决青年创业群体在创
业过程中因缺乏担保、授信不
足等原因造成的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

精准投放提高投资效益
中创投（北京）创业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创始人 吴俊兴

目前创新创业很热，但很
多创业项目品质不高，造成了
公共资源浪费。政府公共资源
的投向有改善空间。目前公共

资源重点投向创业空间、办
公物业的补贴、大学生的创
业补贴、初创阶段的资金扶
持，这导致各种创业空间如
雨后春笋般出来了。给予办
公物业补贴实际上对初创
企业来说意义有限，因为市
场化的企业，在产品设计之
初是将成本计算进去了。各
种补贴给出了一个非真实
的商业环境，一旦真正面向
市场， 创业的成功率却较
低。 免费并不解决根本问
题，反而使部分企业养成依
赖政府不向市场要效益的
心态。

建议政府的政策投向
要精准， 要提高投资效益，
要解决创业企业的关键实
际问题。初创型企业要活下
去，活得好，关键要实现两
个问题，一是收入和盈利要
增加， 第二个是资本要做
强。这类企业往往没钱请咨
询机构或策划机构做深度
经营方案。政府可以通过公
共购买的方式，出钱聘请专
业咨询机构或策划机构，给
创业者出谋划策，解决他们
如何做大经营业绩、如何对
接资本、如何做强等环节存
在的问题。

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行小企
业金融部总经理 谢建国

为缓解企业的贷款难
问题，2015年， 邮储银行推
出了阳光信贷政策， 为广大
创业青年和创业企业提供包
括创业贷款、个人商务贷款、
小企业法人贷款等服务。

不过，小微企业依然面
临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一是希望政府部门出台政
策，对小微企业和支持小微
企业的商业银行相关贷款
的费用进行减免。二是建议
提高政府信息跟商业银行
的共享，减少银行调查了解
小微企业征信和政府订单
的成本。以邮储银行推出的
政府采购贷款为例，小微企
业获得政府采购的订单，银
行依据订单给客户贷款，但
是政府的一些采购平台跟
商业银行的信息共享不是
很顺畅，使银行花较高成本
获得这些信息，这些成本最
终会计算到贷款成本里。三
是建议人民银行、政府和银
监会等主管部门对小微企
业贷款这一块监管的政策
还需要再灵活一点。银行从
风险控制的角度出发，以专
业水准去选择双创企业里
真正有成长性、 能带动就
业、盈利性强的企业。对于
这些企业，政府要加大财政
支持的力度。

将创业和创新分开支持和
服务
湖南农业大学教授 罗建

现在高校有多个部门
在抓青年创业创新工作，但
资源分散，每个项目补几千
块钱对于真正想创业的人
来说起不到什么作用。现在
有些创业学生投机心较重，
创业是为了拿荣誉或补贴，
补贴到手不久就散伙。因为
投入资金小，各级部门的监
督也有限。所以学校应把所
有的资源集中起来做一个
平台，进行总体投入，然后
进行评估，保证这些钱投在
真正的创业者身上。

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不少学校把创业创新搅在
一起。真正创业的学生基本
上不参加各种评比，因为参
评会导致没时间去赚钱。此
外，评比的标准对创新掐得
很死，现在就算是一个成熟
的公司， 有资金有市场有
渠道也不一定能把新产品
做成功。 在校大学生把含
有专利的某种产品成功推
向市场的可能性极小 。建
议将创业和创新分开来，
为创新提倡支持和服务，
聘请专业机构为创业提供
专业服务和指导，帮创新产
品对接有实力的厂家，形成
一个产业链，这样能提高创
业成功率。

创客空间多，但软服务很少
湖南百事通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刘叶焕

我从高三暑假开始创业，
经历了4次失败，现在是在新
媒体领域创业， 主要做新媒
体和微信公众号运营。 创业
绝非一帆风顺， 因此在初创
期更需要得到支持和帮助。

从2011年开始，我感受
到湖南的创业环境有很大
改变，但我和很多初创业者
依然有些疑惑。第一是融资
的问题， 因为我不是本地
人，没有房产抵押，不知道
能不能现金流贷款。第二是
现在各种创客空间真的很
多， 硬件设施条件不错，很
多创业者能坐在一起聊创
业想法， 但是软服务很少，
平时提供的咨询和培训服
务不是很多，而且质量不是
太高。 第三是创业过程中我
感到孤独，很多朋友和亲人
不理解我，政府部门是不是
可以创建一个创业沙龙，组
织部分创业者一起聊聊天，
交流创业经验，让大家从中
找到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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