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信部日前印发《大数
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特别提出加快推进大
数据产业应用能力， 到2020
年， 大数据相关产品和服务
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年均
复合增长率保持30%左右。目
前， 大数据在生活中运用较
为广泛。

冰雪消费，一个大IP的诞生？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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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

倒闭潮后，众创空间的出路在哪里？

TA说瞭望创智

据说

媒说 面孔

不赞成大学生一毕业就创业

如果说去年下半年以来创
投领域进入了“资本寒冬”，那
么日前的一则融资消息算得上
是寒冬中的一把火。

1月18日， 国内众创空间公
司优客工场宣布获得B轮总额
约4亿元人民币的融资， 优客工
场的估值达到70亿元人民币，成
为国内联合办公领域的首个独
角兽。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
对于双创领域市场空间的看好。

作为创业市场中不可或缺
的一环， 众创空间伴随着国内
双创浪潮而进入繁荣期。2015
年以来， 国内各地诞生了一大
批各种性质和主题的众创空
间，优客工场就是其中之一。但
众创空间市场发展却并不均
衡。一些众创空间服务单一，不
能为入驻企业提供真正有价值
的服务，沦为“二房东”，加之资
本寒冬的大环境， 一大批众创
空间倒闭。

“其实现在众创空间也好，
联合办公也好，在为创业者提供
的服务上大多都是千篇一律的，
创业大环境下，创业者的商业模
式都没办法帮助他们获得成功，
何况一个空间了。”Mad�Space的
创始人王臣这样对媒体说道。

据了解， 现在市场上出现
问题的众创空间主要营收来源
基本是以收取租金为主， 这就
导致了机构收入结构单一，一
旦入驻企业无法缴纳租金就会
出现资金链断裂风险；另外，有
一些机构席位依靠股权变现来
实现营收， 但因为股权变现难
度大、回款周期太长，也会出现
资金问题； 还有就是运营出现
问题，特色不明显、没有核心竞
争力就不容易得到创业者的信
任，从而入驻率不高。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
原因， 就是缺乏相应的资源和
经验优势， 不能帮助创业团队

进行提升， 也会逐渐失去自己
的用户，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不能提供更多价值的众
创空间一定会逐渐消失， 而众
创空间的市场才刚刚拉开序
幕，前景非常好。”优客工场创
始人毛大庆这样对记者说道。

随着众创空间市场的重新
洗牌， 各家机构和平台想要生
存并发展， 就需要从单一服务
进化到多维服务， 需要集聚基
础服务、企业服务、政策资源、
成长辅导、平台技术、媒体资源
等更多的资源与服务。

众创空间不仅会向专业化
迈进，也会迎来全新的生态。在专
业人士看来，“众创空间” 不应该
仅仅为物理空间，还能够带来社
会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资源对接
方式的变化， 甚至是将居住、生
活、办公结合在一起的社区。

除了创业企业之外， 成熟
的大企业也是众创空间争取的

对象。据了解，目前优客工场已经
开始在着手推进中大型企业客户
入驻， 大企业客户将成为各社区
出租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有
力保障；其次，引入大企业客户对
于构建更加强大的闭环生态圈具
有积极意义。

现在， 不仅越来越多的众创
空间选择影视、 医疗等细分领域
深耕， 各个地区也会根据当地的
优势细分市场， 比如北京学院路
上相对集中高新科技类、 在深圳
的华强北则是智能硬件类。

垂直细分领域的众创空间，
可以对细化市场进行不同的分
割， 在为入驻的创业团队打通和
对接上下游资源上就会变得畅
通，也更容易形成品牌影响力。

“根据自己的优势，选择某一
个领域垂直细分的众创空间还是
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从未来的发
展趋势来看， 我也是非常看好
的。”毛大庆说道。 ■据新京报

冰雪消费是高端消费，向来
在欧美城市中产里盛行，在中国
并不流行。 但事情正在起变化。
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逐渐提高，
消费层次和品位也在水涨船高。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钱包鼓了自然向往“身份消
费”。这些年，人们的消费一直在
升级，O2O淘汰了泡面和啤酒，
自助游代替了跟团游，冰雪消费
走进中国日渐庞大的中产阶层，
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大体育消费， 在我们国家
从信贷+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
型经济的过程中， 将与大文化
消费、 大旅游消费共同构成新
的经济增长点。 有着强大群众
基础的足球、篮球和网球，商业
化早已初具规模， 未来面临的
只是如何做大的问题。 而跟城
市中产气味相投的马拉松、游泳
和冰雪， 也正在席卷年轻世代。
越来越多的孩子，鲜少接触乒乓

球和羽毛球这样的低门槛运动，
更多接触滑雪和冰球这样的高
门槛运动，后者意味着一笔不菲
的装备和学习支出。这种商机迅
速被企业捕获，中国的冰雪产业
也开始进入快车道。

毫无疑问， 北京联合张家
口赢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带
动了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
情。 这是中国冰雪产业和冰雪
消费未来井喷的一块重要跳
板。事实上，冰雪运动的产业链
十分绵长， 自身便涉及休闲度
假、场地配套、器材装备以及赛
事培训， 同时又可以发挥杠杆
作用，撬动旅游、地产、酒店、餐
饮、娱乐和文化产业，市场的广
度和深度，充满想象空间。

如今， 冬奥会的临近和冰
雪消费时代的呼之欲出， 已经
让此前籍籍无名的崇礼雪场暴
得大名， 成为张家口以及京津
冀的一张名片。 这样的示范效

应，对于地方政府，对于国资民
企，都有着巨大的吸引作用。嗅
觉灵敏的地产巨头已抢先布
局， 从其他过剩产业溢出的资
本也正在涌向冰雪产业。在“资
产荒”的背景下，一个打通吃喝
玩乐住宿购物的文体旅游产
品，简直是不可多得的大IP。

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天
上也不会掉馅饼， 冰雪产业和
冰雪消费的巨大前景，并不会自
动生成“钱景”， 更不会一蹴而
就。消费经济的特点，就在于它
不是日进斗金， 而是年进斗金、
细水长流。因此光有资本建不成
“冰雪城”， 品牌和文化同样重
要， 市场的制度供给同样重要，
政策松绑和政府服务同样重要。
市场是开放的，人们是可以用脚
投票的，消费既可以留在国内，
也可以跑到国外， 打动消费者
的不是国货和情怀，而是质量、
服务和品牌。 ■据北京商报

牟斌，“找塑料” 创始人兼
CEO。2014年， 在一个鲜有大众
关注的传统行业———塑料领域，
他做了一件“颠覆”和“革命”的
事———以免费的撮合交易切入，
将这个行业八成的客户和七成
的订单集中到自己手里进行“团
购”。短短两年多，“找塑料”这个
以大宗商品交易为主的产业互
联网平台，月交易量早已破10亿
元。获得了国内六家基金的三轮
融资，价值直奔“百亿美元级”。

在这个大众创业、 万众创

新的时代，牟斌表示，他一直认
为， 对于一个优秀的创业者来
说，积累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积
累到一定程度， 创业的成功率
才会高。 所以并不是很赞同现
在的大学生一毕业就去创业，
因为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
生来说， 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机
会创业者，他发现了这个机会，
而互联网发展到今天， 一些流
量的机会或者说机会型创业已
经越来越少了。 你必须要有所
沉淀，你创业才能有所成功。

据中物联钢铁物流专业
委员会1日发布的指数报告，
1月份国内钢铁行业PMI指数
为49.7%，较上月回升2.1个百
分点， 显示出在宏观经济企
稳回暖的背景下， 钢铁行业
形势也略有改善。 但这一指
数还是连续2个月处于50%以
下的收缩区间内。

万亿元

%

根据全国校足办工作安
排， 在进一步优化布局的基
础上， 今年全国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数量争取达到2万所。
全国校足办将加强对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指
导与监管， 完成对现有1.3万
多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摸
底普查工作，建立退出机制。
同时使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到2025年达5万所。

万

观影成许多人春节标配
据每日商报消息 今年

春节贺岁档的喜剧味聚焦了
更多人的目光，周星驰、王宝
强等明星的站台， 让春节档
电影市场火爆异常。 杭城多
家电影院负责人表示， 春节
期间的观影人数较寻常周末
增长了一倍多。 除了吃吃喝
喝， 春节观影已成为不少人
过年的“娱乐标配”。

洋品牌春节比拼中国心
据 南 方 都 市 报 消 息

“得中国市场者得天下”，这
一定律在今年春节市场尤为
突显。 制作H�5寻找年味儿，
撒A�R红包提升消费体验
……麦当劳、 星巴克等快消
品洋企业都力求在线上线下
使尽浑身解数， 只为博得中
国消费者欢心。

滴滴春节送客420万人次
据新京报消息 随着春

节假期结束， 全国各地迎来
返程高峰。 滴滴顺风车公布
了从1月13日至2月2日的跨
城顺风车春运大数据。 数据
显示， 滴滴顺风车在春运期
间共运送420万人次。从全国
范围来看， 重庆到深圳成为
春节返程最热线路。

共享用车角力下半场
据北京商报消息 1月25

日，2016年度互联网共享用车
口碑榜正式发布。 嘀嗒拼车、
搜狗地图等品牌企业荣获本
次评选单项奖， 滴滴出行、首
汽约车等企业斩获“互联网共
享用车十大口碑品牌” 称号。
从榜单不难看出，共享用车行
业从群雄逐鹿上半场进入筛
选寡头的下半场。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
示，目前已有超过2279家上市
公司披露了2016年的业绩预
告，其中业绩预增的上市公司
超1710家。 尽管只是业绩预
告，但通过这种形式，上市公
司去年的经营成绩单大体揭
开面纱：总体而言，七成以上
的上市公司去年经营业绩实
现了不同程度的好转。业内分
析人士指出这种盈利好转的
趋势有望在今年得到延续。

亿
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随

着移动支付渗透率提升，2017
年互联网金融将迎来新的发
展机遇。国家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报告显示，我国手机网上支
付用户规模增长迅速， 达到
4.69亿， 有50.3%的网民在线
下实体店购物时使用手机支
付结算。蚂蚁金融服务集团今
年1月发布的2016年支付宝全
民账单显示，2016年移动支付
笔数占整体比例为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