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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成都企业“走出去”将成为一个新趋势，“走出去”投资或去欧洲开展各种项目。下
一个十年里，成都在创新创业领域将会实现更大的发展，与欧洲在创新领域的合作也将迈上
新水平。 ——欧盟委员会独立顾问帕特里斯·勒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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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菲利普-阿兰·马里亚尼第二次到成
都参加创交会。目前，索菲亚科技园已经确定
与成都高新区正式结为姊妹园区，共同开展各
领域项目合作，并推动索菲亚中国创新中心落
户成都。

此次成都之行，菲利普-阿兰·马里亚尼
也带来了索菲亚科技园的团队，“下周，我们会
签订一个合作协议，之后再看进展。”菲利普-
阿兰·马里亚尼介绍，7月5号法国索菲亚科技
园区将会举行一个论坛，类似于成都创交会这
样的交流会议，“差不多会有90个人从成都去
法国，到时候会介绍一些法国的创业企业。”

“今天早上我和成都市长也交流了，希望
促进建成一个智能城市，未来市民们可以借助
高科技生活得更加便利。”菲利普-阿兰·马里
亚尼说，欧洲的城市比中国的城市小很多，所以
他们会取样，评判人们生活、出行的具体问题，
索菲亚科技园区会研究以上提到的方方面面，
更好地运用于城市生活。“比如出门用手机查看
去哪一个餐厅，从这里可以看出来生活在城市
和乡村不一样，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便利存在。”

科研
美国硅谷孵化器GSV Labs CEO马龙·
埃文斯：

整合多方资源帮助初创企业

“这是我第二次来成都，去年创交会，我在
成都看到一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成长，再次来
蓉，非常荣幸。”埃文斯表示，孵化器是连接硅
谷和中国的一道桥梁，“我们有来自20个国家
的175个孵化器，遍及全球，提供培训等项目，
包括移动通讯、大数据、娱乐和教育方面等。有
300多位创业导师跟我们合作，帮助初创企业
发展和成长，我们也和谷歌、英特尔、ATM、
IBM这些大公司合作来提供更多的机会给初
创企业。”

“我们乐于给初创者提供资源，帮助他们
获取成功。”埃文斯表示，整合高校科研资源，
帮助初创者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一个科技
园区成功的关键。

交流
以色列启动东方国际孵化园首席运营
官兼加速器主任若亚·马德萨菲：

以企有潜力与成都人才、孵化
器、科技园合作

“这是我第二次来成都，这一次到成都，我
觉得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这么大的进展，而
且有很多的会展活动，非常有意思。”在若亚·
马德萨菲看来，中国的创业者和以色列的创业
者有很多共同点，双方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比
如中国人可以教以色列人怎样将规模扩大，怎
样做大企业。比如微信，怎么变成一个全球性
的大平台。”

若亚·马德萨菲认为，“我们觉得有潜力把

以色列的企业带到成都，跟成都当地的人才、
孵化器或者科技园合作。”

她表示，中国和以色列合作起来，对双方
未来的孵化器成长有很大的益处，对以色列来
说，中国企业家很独特，必须学习，当然，“成都
的企业家到以色列投资或者学习，我们会带你
们参观很多当地的孵化器、加速器。”

模式
美国波士顿孵化器大众创新实验室首
席执行官赛斯泰勒：

最关键是帮助初创企业减少
成本、降低风险

“我们非常高兴来到成都，我们看了很多
实验室，觉得这里创新创业氛围非常浓厚。”对
成都的双创环境，赛斯泰勒赞不绝口。

“孵化器里，有团队在几个月当中从3人
做到50人，市值从几百万到几十亿。”赛斯泰
勒分享了经验，“一方面，很快帮他们做大规
模，支持他们商业培训，帮他们多融资。另一方
面，我们设立了世界上最好的生物医药实验
室，为创业者提供生物研究和商业运作支持。”

“我们的模式首先是重视质量，然后降低
成本——很多团队初创时候非常小，而且生物
医药是很花钱的事情，风险很大，怎么给他们
减少成本，降低风险，这是最关键的。”在现场，
赛斯泰勒将这个“看家本领”推介给了来自世
界各地的众多孵化园，“希望这个模式不仅在
美国复制，在国外也能复制。”

“我觉得成都未来很有可能成为生物医药
的领军城市。”赛斯泰勒表示。

人才
英国SBC 孵化器CEO卡斯滕·科尔贝克：

选择投资项目首先看团队
在此次圆桌会上，于今年4月落户成都高

新区的欧洲排名第一的创业加速器SBC，其创

始人卡斯滕·科尔贝克再度来蓉。“上一次来到
成都，是为了SBC在中国战略布局的第一步，
当时确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这一次参加创交
会，我们在高新区天府新谷的项目也将正式启
动建设。”卡斯滕·科尔贝克表示，“成都这座城
市的开放与创新，深具吸引力”。

“成都美食、美女、生活方式令我向往。”卡
斯滕·科尔贝克透露了下一步的计划，“我们已
经与天府新谷合作，未来将更多的加速器和孵
化器移到天府新谷，特别是在数字医疗方面，
我希望能和成都的企业进行良好合作。”

“成都人充满活力，有很多高素质人才。”
作为资深投资人，他如何选择项目？“我们一般
是投资比较年轻的初创项目，18个月左右的。
第一看重的是团队，也就是人才，人才是关键；
第二是有没有创新创业的想法，能不能有好的
技术、好的产品，去解决实际问题；第三是市场
信心，反响和前景如何。”

卡斯滕·科尔贝克也是资深创业者，在昨
日的专访环节，他以自身经验为创业者“支
招”，“我有很多经验，过去10年，我是25家初
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其中三分之一能够进入
市场售卖产品，有一些失败了，有些是想法被
其他更好的所替代，有的是进入市场的时机不
好。关键因素是保证有一个好的团队，这是一
个初创公司开始最重要的。”他表示，第二是要
解决实际的问题。一定要走向市场看看产品是
否能满足客户需要，不能坐在办公室一味去思
考，这也是现在很多创业者的问题，没有去跟
客户面对面沟通交流，忽略了客户的需求。第
三是执行力。最后就是要了解到资本的重要
性。要清楚对资金流的管理，才可以把第一笔
种子资金好好利用起来，做大做强。

韩国大田科技园院长片光毅：

人才是高新产业的基础

“刚才有贵宾也提到过，人力资源是非常
重要的，我非常认同。”片光毅表示，高新产业
的发展，需要在人力资源方面确保高素质、高
质量人才，“相关机构、大学、私营公司，包括中
央的一些研究机构，必须要形成一个网络，形
成一个比较好的合作机制，相互要形成融合型

发展的构思理念。”
“一个初创公司，实际上资金瓶颈非常大。

比如在设备投入上，容易捉襟见肘。”片光毅表
示，在韩国有很多是通过机构、政府的基金为
初创公司无偿提供设备、提供教育培训的机
会，一些大学会提供软件技术。

“我们担当了一些加速器的职责和作用，
我们不是直接做加速器，而是有一些风险投资
资金，通过创业资本来运作。”片光毅举例说，
去年为了支持韩国初创公司，科技园在硅谷开
设了一家办公室，在美国和一些机构合作，为
初创公司提供创业基金和扶持，大概是3亿美
元的规模。

“我第一次来成都，对这个城市的发展很
惊讶，希望大田未来能把韩国尖端技术与成都
做一些整合。”片光毅表示。

生态
以色列海法经济署首席执行官兼海法
生命科技园负责人奥尔沙哈夫：

打造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这是以色列第一个生命科技园，从5000

平方米到现在8.5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奥尔
沙哈夫表示，海法投入了很多资金做了世界一
流的生命科技实验室，用密集的资金打造世界
顶级的生命科技园。

“但是除了钱和地之外，最重要的是打造
生态系统。”奥尔沙哈夫表示，世界级的科学家
是最重要的，其次还有研究所和最好的医院，

“就是有了人，有了研究所，有了医院，有了企
业，我们可以使用大学或者是医院的实验室，
大学生是创新力量，就可以形成很好的生态系
统，他们在顶级科学家带领下会做出很好的研
究，然后我们再进行投资、孵化和商业化。”

以色列特拉维夫园区太库以色列商务
及项目经理阿维拉姆·塞拉：

希望尽快在成都成立分支机构

这是塞拉第二次来到成都，上次是十年之
前。“十年之后重返成都，变化非常巨大。”

“我们创立了以色列中国创新中心，目的
是将以色列的生态创新系统和中国市场结合
起来，专门针对中国市场，能够将以色列的初
创公司带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兴业，在中国的
科技园进行业务拓展。”塞拉表示，非常希望在
成都建立分支机构。

“特拉维夫市政当局首先提出的就是要让
城市所有初创企业获得税收60%的减免，这样
的激励措施旨在帮助初创企业。”塞拉介绍，特
拉维夫非常积极推动创新系统，太库项目将和
中国签署一个双边的合作协议，让双边企业都
能渗透到中国市场。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摄影 张士博

科技园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我们对成都高新区的规模和发展的状况感到震惊，我认为我
们之间的合作非常有潜力。成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教育、交通、基础设施、经济、IT等方
面是合作的重要领域。” ——莫斯科市创新机构副主任多布罗沃利斯卡雅

全球顶级科技园区成都论道
如何打造一流科技园区

如何更好
发 展 有 特 色
的科学园区？
如 何 充 分 发
挥 科 技 园 区
的孵化能力？
如 何 打 造 世
界 级 一 流 科
技园区？

法国索菲亚科技园首席执行官菲利
普-阿兰·马里亚尼：

有望与成都共建智能城市

智能

法国索菲亚科技园是全
球最具创新力和创造力的科
技园区，在该园区内，ICT、信
息通信技术、航空航天技术、
机器人技术研发和转化在欧
洲具有非常好的口碑。

美国硅谷孵化器是属于
GSV资本公司的子企业，是一
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管
理 4 亿 美 元 资 金 ，曾 帮 助
Facebook、推特等。

东方国际孵化园是以色
列启动的一个主要针对亚洲
和以色列的创新平台，是以色
列第一个在亚洲的孵化器，将
以色列最顶尖的公司，最具突
破性的技术放到亚洲来。

波士顿孵化器专注在生
物医药领域，堪称世界上最好
的生物医药领域孵化器。

SBC是欧洲最佳加速器，
先后投资了 325 家来自 40 多
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公司。

韩国大田科技园被称为
“韩国硅谷”，作为韩国领先的
高科技风险产业的发源地，涉
及无线电通讯、环境测试仪、
光感仪器、机器人等领域。

海法生命科技园有 1 万
的员工，拥有3个诺贝尔奖获
得者在海法做研究，是诺贝尔
奖级别的科学院。

太库是全球孵化网络的
一部分，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
有14个孵化中心，在柏林、硅
谷、特拉维夫都有机构。

最近几年马拉松运动在国内蓬勃发展，
各地都在打造有自己特色的马拉松赛事。但，
在有着“人间仙境”之称的九寨沟跑一场马拉
松，绝对是一次足够吸引人的经历。记者今日
获悉，由九寨沟县人民政府、九寨沟管理局主
办，九寨沟县文体广新局，成都时光思蓝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承
办，成都商报·一想网络科技（成都）股份有限
公司参与联合运营的2016疯狂熊猫九寨沟半

程马拉松赛将于8月7日正式在九寨沟举行。
据了解，此次系列活动涵盖疯狂熊猫九寨

沟半程马拉松、疯狂熊猫完赛狂欢夜以及九寨
沟涂墨节三大板块，立足九寨沟县人文旅游发
展，着眼打造标志性潮流运动、人文风情体验
和名胜旅游为一体的九寨形象活动。疯狂熊猫

九寨沟半程马拉松将于8月7日发枪，从九寨沟
县城出发，以县城风貌线路导向，特设疯狂熊
猫特色全地形马拉松能量赛道。凡报名参赛的
选手便有机会获得九寨沟景区旅游套票，另为
所有参赛选手提供九寨神仙池景区门票，参赛
选手可凭借号码布免费进入九寨神仙池景区

游玩。赛后盛大的庆功篝火狂欢夜，体验当地
白马藏族的锅庄舞、烤全羊、青稞酒。8月9日为
每年一度的九寨沟涂墨节，期间参赛选手可深
度体验九寨沟县当地民俗文化。涂墨节是流行
于九寨沟县白马藏族山寨互相涂抹锅烟墨的
节日，是白马藏族最为盛大的节日之一。

这次的疯狂熊猫九寨沟半程马拉松，比
赛由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迷你马拉松
（10公里）、欢乐体验跑（5公里）三大组别构

成。沿途可体验到九寨县城新风貌，藏羌人文
民俗，滨河风景，九寨群山。在半程马拉松赛
道中特设红牛能量爬升挑战赛段。该赛段长
5.8公里，总爬升高383米，顶点位于县城观景
台，俯瞰县城藏羌村寨全貌，享受县城山水风
光。目前已受到多方媒体、旅游组织、运动爱
好者关注。参赛选手请于6月28日以后关注

“成都商报官方微信”九寨沟半程马拉松子栏
目进行报名。 （何鹏楠）

九寨沟半程马拉松8月7日开跑

世界之问
园区动力的

昨日，作为2016中国·成都全球
创新创业交易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6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圆桌会在成
都高新区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5楼
高新厅举行。来自美国、法国、俄罗
斯、韩国、英国、以色列等国家和地
区的园区负责人，围绕体制机制创
新、技术创新与合作等方面各抒己
见，分享了自己的创新创业经验。

会议期间，
莫斯科市创新机
构与成都高新区
创新中心签署了
合作谅解备忘
录，双方将在科
学、技术和创新
活动领域建立国
际合作。

扫扫//描描//顶顶//级级//园园//区区

2016年6月24日，成都市新会展中心，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圆桌会正在进行

昨日，成都市新会展中心，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圆桌会，法国索菲亚科技园首席执行官菲利普-阿兰·马里亚尼（右）与以色列启动
东方国际孵化园首席运营官兼加速器主任若亚·马德萨菲、美国硅谷孵化器GSV Labs CEO马龙·埃文斯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