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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硅谷高科技
创新创业高峰会（简称
“硅谷高创会”）将作为
2016创交会的子活动，
首次到美国硅谷以外
的城市举办，成都也成
为“硅谷高创会”移师
中国的首站。

“硅谷高创会”是
美国硅谷地区规模最
大、最具品牌效应的高
科技行业盛会，每年9
月在硅谷中心城市举
办，2011年至今已举办
了五届。历年的“硅谷
高创会”名流云集，已
经成为硅谷的年度期
待盛事。

这个颇具号召力
的国际双创盛会，为什
么选择成都？将给成都
创交会带来哪些惊喜？
日前，成都商报记者专
访了硅谷高创会创始
人、执行主席雷虹。

硅谷高创会移师成都 带来一大波创业牛人
成都商报专访创始人雷虹，揭秘幕后故事

商务考察促交流
代表聚焦青白江

2013年4月26日，蓉欧快铁从成都青
白江驶出，一路向西直奔欧洲大陆腹地
——波兰罗兹，开辟出中国和波兰两国
间唯一的一条贯通亚欧、连接东西的物
流大通道。今年，恰逢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实施及“蓉欧班列”开通3周年，在此背
景下，为配合成都市全面深入推进“蓉
欧＋”发展战略，繁荣口岸经济，促进相
关产业互动发展，利用“蓉欧班列”联通
欧洲的发展机遇，青白江区率先而行，于
6月17日，在青白江凤凰湖举办“蓉欧风

情月商务考察”活动。
6月17日下午，包括有英国商会会

长Richard Han、荷兰贸易促进会代表
董威廉等50余人在内的欧洲驻蓉机构
商务考察团一行，分别参观了成都国际
铁路港、成都银犁冷藏物流有限公司、

台嘉成都玻纤有限公司以及天马铁路
轴承有限公司等地。其中成都国际铁路
港作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支
点，“蓉欧+”战略先行示范区，以其亚洲
规模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中心——成都
铁路集装箱站、极大提升铁路港运输处
理能力的“中铁特货”、“中铁快运”等设
备设施，引起了商务考察团的极大兴趣
和关注。在成都国际铁路港，青白江区
相关负责人还透露，青白江保税物流中
心（B型）将于7月底正式封关运行，肉类
指定口岸已可开展肉类进口业务。

中西文化交流跨越彼岸
汇聚凤凰湖

据了解，此次考察以多方面的综合
硬实力，大力促进中欧商务合作进程，旨
在加强欧洲商品进口渠道拓展，繁荣成
都国际铁路港口岸经济，推动相关产业
互动发展。参观完后的晚8点，代表们又
来到已举办一周的“蓉欧风情月”活动会

场。在凤凰湖畔，组委会还特别筹划了一
场“蓉欧文化交流”汇演。

汇演以多种形式展现文化魅力，提
炼文化特色，也给代表们奉献了一场充
满“家乡味道”的演出。其中，有传承已
久的西班牙斗牛舞，有源远流长的中国
风舞蹈汉宫飞燕，有中国传统民乐和西
方乐器电子琴演奏，还有中国创新杂技
快乐厨师及西方著名的肩上芭蕾等三
大中西文化汇演。以音乐、舞蹈、表演等
艺术形式，传递文化共性、纽扣中西情
谊、筑造情感长城、超越语言障碍，呈现
出一场中西文化交融的“夜宴”。

此外，围绕“蓉欧文化交流”主题，活
动现场同时配套“青白江本地美食品鉴”、

“星空露营”、“湖面激光秀”、“欧洲生活品
体验馆”“趣味互动游戏”等主题活动，更
有从蓉欧快铁运输而至的正宗欧洲啤酒
助兴，营造轻松快乐、接轨国际的欧洲杯
节庆氛围，打造最具特色的蓉欧风情月。

（董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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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蓉欧交流 驻蓉商会代表深入体验青白江
6月17日下午，2016青白江“蓉欧风情月”活动迎来了一个重头戏，驻蓉的欧洲、美国

商会的代表们前往成都国际铁路港、成都银犁冷藏物流有限公司、台嘉成都玻纤有限公
司及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等地进行参观交流。了解到在成都就能买到自己家乡的
各种美食和产品后，许多国家的商会代表都感到很惊喜，表示“成都开放的步伐越来
越快了。”而在结束访问后，他们还前往了凤凰湖“蓉欧风情月”的活动现场，欣赏了

“蓉欧文化交流”汇演，品尝了蓉欧快铁带回来的欧洲食品。

18日上午9时许，锦城湖四号湖
畔，300余位跑步达人开始向终点冲
刺（左图）……这场跑步活动，是由
成都市卫计委、成都市体育局、成
都市爱国卫生运动办公室主办，成
都 金 控 集 团 承 办 的 首 届“ 健 康 成
都·乐跑嘉年华”。

不同于普通的跑步活动，这场
跑步嘉年华还加入了水枪元素。在
跑步过程中，道路两旁的志愿者用
水枪射击跑步者，而到达终点后，还
有一场更大规模的水枪激战在等着
所有的选手。更有许多现场的市民
临时加入进来。

活动现场，参赛队员们还可以进
行跑酷体验、运动装备体验。现场还设
有“美食加油站”，吃货们在跑步后大
快朵颐。

此次“健康成都·乐跑嘉年华”
还有线上跑赛。市民只要关注健康
成都官方微信号“健康成都服务”即
可参加。活动从6月18日持续至6月
30日，市民可通过上传跑步累计步
数进行比拼（目前仅支持苹果手机
或walker手环上传每日数据）。主办
方将评比产生多项奖励，并给予丰
富奖品奖励。

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 代晓雪

硅谷企业踊跃 半个月报名100多个

确定2016年的“硅谷高创会”移师成都之后，雷虹的团
队把会议消息和报名征集的通知发到了硅谷的各个创业
企业。硅谷的创业项目对到成都参会反响强烈，半个月之
内，就有超过100个项目报名。

雷虹认为，能够有这样好的反响，一方面得益于“硅谷
高创会”在过去5年积累的口碑，另一方面也得益于2015年
成都“创业天府·菁蓉汇”走进硅谷在当地留下的良好印象。

“从收集的信息来看，硅谷企业对成都的印象很好，觉得成
都很适合作为企业在中国发展的起点。他们非常看重中国
市场的潜力，有的希望来成都做产品推广，有的希望找到合
作伙伴，有的则希望到成都落地发展。”

在100多个项目中，“硅谷高创会”进行了筛选，从中选出
了50个硅谷最顶尖前沿的项目。在选择时，要求不能只是概
念，必须要有产品，技术在业内要处于领先水平。浏览即将来
蓉的硅谷项目，可以找到小觅机器人、Ario智能落地灯、智能
耳环Ear-o-smart、世界上最智能的监控相机Butterfleye等
等，他们都是在硅谷创出了名堂的项目，并且已经在全球有
一定的知名度。“接下来，就看在成都创交会期间对接洽谈的
情况，我们也希望双方都能够找到好的合作机会。”

诺奖得主、AR之父齐聚碰撞思想

“这次来成都的嘉宾，都是科技领域、产业领域有话语
权的。”雷虹说，最有代表性的是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
得者Arthur B McDonald，被称为“AR之父”的哥伦比亚大
学计算机图形与用户界面实验室教授Steven Feiner，以及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多位专家。

有重磅嘉宾压阵，“硅谷高创会”将给成都带来全球最
前沿的思想碰撞。

据了解，双方将围绕目前业界最前沿的科技，展开一轮
高端对话、三场论坛、一场项目路演。其中，中美创新精英高
端对话，将在美国创新企业和国内知名企业之间展开，话题
包括“中美创新创业的区别、经验教训”、“一个好的点子如
何变成一个好的项目”等等。

三个论坛全部讨论创新创业“风口”上的话题，VR
（虚拟现实技术）／AR（增强现实技术）论坛上，AR之父将
和大家一起探讨虚拟现实的发展速度、何时能够进入大
众、面临什么障碍。中美风投论坛将重点讨论跨境投资、
如何寻找独角兽企业等话题。智慧未来IoT论坛则重点讨
论物联网技术和网络安全问题。

雷虹说：“可以期待的是，在成都举办的这次硅谷高
创会，不仅将在成都掀起一个热潮，也将吸引全球业界的
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❶ Lucid VR 世界上第一款面向消费者的3D相机
❷ Ecomo世界上第一个智能便携水资源分析器及滤水器。

它可以实时收集水中污染物信息，并据此推荐合适的滤水装置
❸ Butterfleye市面上唯一拥有独特的红外线探测技术的家用监控设备。在没有特殊情况出现

时，处于休眠状态，只在需要时开启。而智能学习技术也让它可以分辨家庭成员及陌生人。

Steven Feiner
“AR之父”、哥伦比亚大学计
算机图形与用户界面实验
室教授

Arthur B McDonald
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柳甄
优步（UBER）中国战略负责人

霍锦洁
IDC中国总裁

成都商报讯（记者 董馨）
白黑气球拼成的熊猫脸将整辆
大众包裹，一辆改装越野车不仅
车身布上了熊猫和竹子主题，连
车上的人都是功夫熊猫扮相
……昨日，“清凉过夏天，醉美都
江堰”都来SHOW-2016都江堰
第二届熊猫创意大巡游活动在
都江堰举行。

参加巡游的车辆，设计各
有不同，引得游人一波又一波
围观拍照。据统计，共有300余
辆花车参加活动，近100万人通
过网络直播观看了花车巡游。
在与巡游同时启动的熊猫创意
集市里，来自成都及周边的100
余个创意产品商家汇聚一堂。

各种手工皮包、小饰品、手绘、
冷饮、美食和玩具…成就一场
本土奇妙玩意儿的大聚会。

下午的熊猫迷宫公益跑，
更是携手亚洲动物基金，联动
成都 4 大跑团，将跑步变成了
一段奇妙的旅程。没有固定线
路，起点即是终点。跑友们必须
在古城迷宫般的小巷里探索自
己的赛道。在奔跑过程中，还必
须完成公益募捐的召集。活动
善款全部捐赠给亚洲动物基金
旗下的亚洲最大黑熊保护中心
——成都龙桥黑熊保护中心，
呼吁大家参与到“尊重生命、保
护动物”的队伍中来，为此次活
动注入了更多温暖的情意。

都江堰举办熊猫主题创意大巡游线上线下动起来 乐跑锦城湖

硅谷最大的“双创”盛会吸引成都关注

“第一届硅谷高创会是2011年举办的，我们当时
的想法是打造硅谷的博鳌。”雷虹说，地处创新创业
的热土硅谷，给了硅谷高创会天然的优势，快速成为
当地最具号召力的年度“双创”盛会。

翻阅往届“硅谷高创会”的参会名单，可以发现
其中既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副总统艾尔·戈尔、
美国前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等政界人士，也有小米总
裁雷军、搜狐CEO张朝阳、百度总裁张亚勤、猎豹
CEO傅盛等商界大鳄，更多的是高科技行业的世界
500强企业、创业者、投资人等。

“硅谷高创会”在崇尚创新、创业的硅谷，提供了一
个让中美高科技创新创业者、中美投资人、500强高管以
及其他高科技行业交流、展示、合作的平台。她说，峰会
每年都举办高科技项目创业大赛，在硅谷有很大的影响
力，提供项目路演机会、投资人对接机会，上一届峰会有
上万人参加，提供了150多个展位。“参会的项目有很鲜
明的硅谷特色，大部分是国际最前沿的高科技项目，比
如人工智能、智慧城市、VR等等。”

2015年，踌躇满志的成都带着“创业天府·菁蓉
汇”来到美国硅谷，“硅谷高创会”在双创领域的号召
力吸引了成都的关注。

半年时间洽谈“硅谷高创会”落地成都

雷虹说，“硅谷高创会”与成都结缘要从2015年说起。
2015年，成都与美国硅谷接触密切。先后经历了美

国硅谷市长团来蓉参加菁蓉创享会、“创业天府·菁蓉
汇”走进美国硅谷等系列活动。在一来一往的过程中，成
都在2015年上半年，就和“硅谷高创会”取得了联系。

雷虹说，成都的政府代表团，参加了2015年度的
“硅谷高创会”。“大家眼见为实，亲身看看这次会议，应
该说体验是非常不错的。10月份，唐良智市长到硅谷来
参加一个招才引智的活动，这个活动也是由我们承办。
我们的实力得到了成都的认可。”她表示。

“硅谷高创会”一直有到国内举办的想法，随着
创新创业的热潮在中国掀起，这个想法更加强烈。最
初，雷虹计划把首次移师国内的“硅谷高创会”放在
北京，但在和成都沟通的过程中，她被打动了。

“在和成都市投促委的接触中，我们发现成都非常
务实，而且在双创方面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去年冬天，
雷虹专门跑了一趟成都，来考察这里是否适合作为“硅
谷高创会”的举办地。最打动她的，是成都这座城市的创
业心态。她发现，放眼中国，成都的创新氛围非常浓厚，

“从政府官员，到创业群体，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创业心
态，以及创新创业的强烈愿望。”

给雷虹留下好印象的，还有成都大量的高科技
人才储备、宽松的创业环境、较低的创业成本、以及
朴实的成都人、享誉海内外的美食。“时机也非常好，
创交会和硅谷高创会的创新创业基因高度契合。可
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兼备。”由于双方“一见钟情”，
洽谈、考察、敲定总攻只花了半年的时间。

/ 带来的部分项目 /

代表们参加蓉欧风情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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