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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桶金/1
坐在电脑前，魏方丹有点停不下来，无

数个QQ群、微信群闪烁着，每一个群，魏方
丹都是群主。

白鲸社区的网站上，活跃着 6538 家出
海创业的移动开发公司，有12849款面向海
外市场的移动开发产品。不少出海创业公
司，通过白鲸社区发布融资信息。

时间倒回两年前，魏方丹自己也不会想
到，自己这个普通上班族，在两年后创办的
公司可以和Google（谷歌）、Facebook（脸书）
等全球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合作。

魏方丹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
进入了福州一家出名的游戏公司做人力资
源。2012年，去了一家做手机创意锁屏和壁
纸的创业公司，负责商务运营。“也就是从那
时开始，才开始接触到移动端海外市场。”

魏方丹开始研究谷歌商店，学习如何在
谷歌商店中注册开发者账号、如何翻译、如
何统计……

“当时，这方面的信息量特别少，所以我
业余建了一个QQ群，初衷只是让一起做海
外 市 场 的 人 互 相 交 流 。”这 个 叫 做

“GOOGLE PLAY 讨论”的 QQ 群建立于
2013 年 3 月。现在，魏方丹创建的海外开发
者QQ群有四个大群，每个群都有数千人。

在建立 QQ 群和海外开发者沟通的过
程中，魏方丹发现，很多人不熟悉谷歌商店
开发者账号的注册程序。于是，魏方丹开起
了一家淘宝店，专门卖谷歌商店的开发者账
号。每天下班之后，他就忙着捣鼓着自己的
QQ群和淘宝店，一个月下来，能赚到1万5
到2万元。

2013年，他的淘宝店只开了3、4个月，就
因为谷歌商店注册规则的改变而暂停。同时，
QQ群里有北京的开发者建议，大家都在做出
海业务，能不能办一次北京的线下活动呢？

魏方丹立刻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2013
年12月，这个连正式名称都没有的线下活动
在中关村举行了。

“当时找不到什么大公司的高层来参
加，比如百度，都是找的最基层的员工。”因
为当时没有找到免费的场地，参加者每个人
需要交 100 元，可当时的场地费就要 4000
元，加上魏方丹请来的一些嘉宾是自己的朋
友，不好意思收别人的钱，最后算下来自己
还赔了1000多元。

没多久，一家资本投资公司找到魏方
丹，建议也可以在上海举行一次，他们希望
通过这种活动找到更多出海业务开发者。他
们愿意和另一家公司联合赞助1万元。

第二次活动顺利多了，2014 年 3 月，上
海举行的第二次线下活动来了70多人。2个
月后，在深圳的第三场活动也顺利举行，现
场来了100多人，有了媒体来报道，甚至有创
业团队从西安赶到深圳来参加。

几次活动，让魏方丹有了更强的信心，
他决定要将自己的 QQ 群打造成业内的一
个品牌。

2014年5月，一个投资人通过朋友找到
了魏方丹。“我愿意支持你全职创业，并且保
证你们创始团队大股东地位。请相信我，这
是一个机会。”投资人告诉魏方丹，说可以为
他的公司估值750万。几乎没有犹豫，魏方丹
从原来的公司辞职了。2014 年 7 月，魏方丹
拿到了投资人承诺的第一笔融资，100万。他
开始了打鸡血一样的创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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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持企业发展、大学生自主创业，个贷中
心继续提供免手续费贷款，放款快，额度高且利
率极低。急需贷款的个人和企业可拨打电话
028-86748844，或至体育场路 2 号成都银行 4~7
楼（天府广场旁）申请银行贷款，就有机会享受利
息低至3厘的贷款产品，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
■开启中国式合伙人战略

只要你想贷款，不管你有无抵押，个贷中心
都将为你获得极低利息的银行贷款。

个贷中心聚焦西南地区中心城市发展战略，
即将陆续在昆明、贵阳、泸州、重庆等地区建立集
团分部。个贷中心已开启中国式合伙人的战略模
式，欢迎各地区有识之士加入，共同成长，共享未
来 ，合 作 热 线 ：028-86748844，手 机 ：
15208318723，联系人朱军。
■免手续费 有房就可贷

只要大成都市有房，就能申请20万元信用贷
款，安置房、按揭房、全款房、全款合同房只要有
房都可贷，无需手续费，免费办理！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轻松办贷款，想贷款可凭借每月工资
放大60倍办理，月息最低2.5厘；也可通过社保公
积金放大贷；还可用个人商业保单贷款，将年缴
保费放大60倍，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银行共同推
出银行贷款，只要贷款人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
全款车、按揭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
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银行贷款；资料齐全，当天
可放款。

个贷中心推出包括信用、保单担保、动产抵押
贷款、不动产抵押、车贷等组合担保方式的多个贷
款品种。还款方式多样，贷款下来后使用才计息，
不使用无任何利息。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半小时

如果你是有车一族，急需周转资金，也可拨
打028-86748844申请汽车贷款。资料审核完毕，
最快两小时贷到款，月息低至8厘。个贷中心还打
通各家银行通道，推出贷款新渠道：按揭车和租
赁公司的
车以及装
过 GPS 的
车都可申
请汽车抵
押贷款。

曾几何时，中国的山寨成风。
不过，随着互联网+及国家大力推行双创，在信息产业的争夺上，中

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某些方面跻身世界领先水平。
国内竞争激烈，已成红海；国外机会大把，蓝海待驶。正是看到商机，

中国敏锐的互联网人把目光瞄准了国外广阔的市场，出海创业。
从Copy To China（山寨到中国）到To Copy China（山寨中国）,改

变的不只是字的排列，更多的是思维解放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自信，是
中国互联网企业进化占领制高点的具体表现。从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系
列报道《出中国记》，为您介绍那些出海创业的中国互联网人和他们的故
事。今日推出的是专为出海企业服务的平台——白鲸社区。

改变的
不只是排列

从从Copy To ChinaCopy To China
到到To Copy ChinaTo Copy China

近日，湖南多地再曝公职人员涉毒案
件，类似由湖南各地纪委通报的案件频现
媒体。记者根据公开通报统计，今年以来，
湖南省部分市、县纪委通报的涉毒公职人
员至少有92人。

从通报情况看，湖南公职人员涉毒案
件，多现“聚众吸毒”、“伙同他人吸毒”等
情况，湖南多地纪委在曝光干部吸毒案件
的同时，也明确提出要对此类事件持续关
注、保持高压态势。

一检察官进入“嗨吧”吸食K粉

从今年湖南各地通报的情况看，涉毒
公职人员多在基层，以乡镇政府、街道、社
区支部、村支部等工作人员为主。

近年来，湖南有的地方出现公检法工

作人员参与吸毒案件。据媒体报道，湘潭
市在2012年查处了多名警察、法官吸毒案
件。而类似事件今年在湖南亦有发生，今
年5月，长沙市开福区纪委就通报了开福
区人民检察院反渎局检察员常正强吸毒
案，通报称常正强在位于长沙县安沙镇太
兴村兴隆组一“嗨吧”内吸食毒品K粉，被
公安机关查获。

有村支书用自留地种近千株罂粟

在各地纪委的通报中，“伙同他人”、
“与他人一同吸毒”或“容留他人吸毒”成
为热词。今年 6 月，长沙、常德通报的 4 起
干部吸毒案件中，就有3起涉及“伙同他人
吸毒”，而另一起案件——长沙市教育后
勤产业管理处主任马金旭（副县级）吸毒

案的通报中则显示，马金旭2次都是“受邀
吸毒”。个人吸毒被查获的案件也有，如湘
乡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张景，于2016
年 4 月 18 日在某歌厅地下停车场自己车
内吸食K粉时被公安局禁毒大队查获。

此外，还有一些“毒吏”涉及贩毒、种
植毒品。

今年，湖南汉寿县城管局工作人员刘
峰、宁远县太平镇国土资源所职工龙刚、
宁乡县公路局公路养护服务中心职工文
斌等人的案件通报中均被指“贩毒”。

今年12月14日，据武冈市纪委通报，
迎春亭街道办事处玄羊村原党支部书记
陶少章在武冈市原头堂乡玄羊村2组自家
的自留地里非法种植罂粟957株，其被武
冈市公安局抓获归案并刑事拘留。

追问追问
为何湖南“毒吏”频现？

公开资料显示，近年来，湖南省已成
国家打击毒品犯罪的重要阵地之一。公安
部部署的百城禁毒会战，就将衡阳市作为
外流贩毒重点城市纳入了会战名单。

从被查获的情况看，他们吸食的毒品
包括“麻古”、“冰毒”、“K粉”等。湖南省衡
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负责人曾公开透露，
从公安机关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该县被查
出的涉毒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主要也
是吸食新型毒品，如冰毒等。

湖南省公安禁毒干警透露，该省的新
型毒品主要来源地为广东省，而传统毒品
则主要来自云南省。 （新京报）

个贷中心续演
不收费时代

最近，中国海军的一条消息令人振奋。
中国海军官方15日公布，中国海军近日组织

实施了航母编队实际使用武器演习。多架歼—15战
机挂载新型空对空导弹，从辽宁舰滑跃升空，对来
袭敌机进行拦截。

这是辽宁舰在入列4年之后，官方首次对外披
露辽宁舰实际使用武器的具体细节，也是首次公开
航母编队的合成训练情况。

“接近于形成初步战斗力”

参演兵力主要来自航母编队和北海舰队，演习
在渤海某海域展开。共动用辽宁舰等各型舰艇数十
艘、飞机数十架，发射空对空、空对舰和舰对空等多
型多枚导弹。演习中，辽宁舰与数艘驱护舰组成编
队，先后开展了建立侦察预警体系、空中拦截、对海
突击和防空反导等科目演练，多批次歼—15舰载战
斗机挂载实弹，飞赴演习海空域实施打击行动。

那么，此次演习的特点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航母专家李杰：这是辽宁舰科研训练又一阶段

性成果，意味着航母编队具备了既能有效防御也能
有效进攻的能力。这次把这几种能力全部聚集在一
起进行集中测试，结果表明辽宁舰训练已经进入更
高层次，更高阶段。证明了制空、反舰、反潜，反导以
及对海打击等综合能力具备，符合作战要求。

从2012年9月入列以来，辽宁舰的战斗力生成
便一直为外界所关注。

央视特约评论员刘华：作为一艘训练航母，辽
宁舰已经接近于形成初步战斗力，未来可望逐渐承
担起更加重要的任务。

“能战方能言和”

15日，空军官方表态，中国空军近日进行的远
海训练和东海警巡、南海战巡，都是例行性、常态化
的军事活动，是空军的使命所在、职责所在，合法合
理合情，还要按照既定计划一如既往。在当前的局
势之下，航母实战演练、逐步形成战斗力的意义又
是什么？

央视特约评论员刘华：在当前局势下，中国海军
航母进一步接近形成战斗力，有利于加强中国维护
国家领土主权特别是海空权益的能力，也有助于地
区军事力量的平衡。近年来，中国周边存在一系列不
稳定因素，其中不少都涉及海洋权益、海空安全等问
题。在面对这些随时可能升温的热点时，一方面要注
意协商与沟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必须加强自身
实力，做好应对不测情况的准备。“能战方能言和”，
只有具备了维护自身权益的充分能力，才能更有效
地保障和平与安全。中国航母已经从当初的“蹒跚学
步”到今天的“初见小成”，未来必将成为维护国家主
权权益、维护地区安全的栋梁。 （央视新闻）

航母编队实弹演习
首次公开
央视解读“当前局势下的意义”

湖南今年通报近百公职人员涉毒
“聚众吸毒”“伙同他人吸毒”频发 湖南将对干部涉毒案件保持高压态势

85后创始人:
一个QQ群开启“出海”之路

出海创业平台是如何开创的，成都商报记者对话白鲸社区创始人魏方丹

“B 轮融资完成后，我们希望在东
南亚、印度、中东、北非、拉美等新兴国
家设立记者站，让白鲸能第一时间发布
更多出海业务资讯。”魏方丹之所以做
出这样的规划，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
公司出海业务的增长还会有一个爆发。

魏方丹说，其实目前从事出海业务
的公司定位依然略有尴尬，因为整个市
场的体量还没有很大，产值并不饱和，
但也正因为如此，未来才会有一个巨大
的上升空间。

在白鲸研究院发布的出海移动应
用发展盘点报告中提到，中国出海业务
的企业，主要方向集中在游戏、电商、应
用、智能硬件等等，大多以中小和创业
型企业为主。来自成都主要做相机360
应用的科技公司，在越南等不少国家，
产品的下载量在苹果商店和谷歌商店
都排名前列。

“我们移动出海圈，其实就是移动
版本的丝绸之路。”魏方丹提到，包括印
度、巴西等新兴国家，这两年智能手机
正在快速增长，就像国内前几年一样。
而出海创业，虽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风
俗、习惯，但是共性大于差异性，普通人
都需要看信息，用地图，交朋友，爱漂
亮。这些出海公司，完全有能力去解决
一些本土化的问题。虽然中国出海创业
者面临国际竞争，但是目前来看，美国
创业者做全球市场的，除了几个大公
司，其他的相对比较少，这就给中国创
业者留下了一个空间。而一些新兴国家
的本土创业者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资
源上相对要落后一些，不足以和中国开
发者PK，这就出现了一个窗口和空间。

刚满30岁的河南人魏方丹，两年前只是一个普通的白领，却因为组建了一个讨论GOOGLE PLAY（谷歌
商店）出海业务的QQ群，在之后拿到了第一笔融资，并成为出海服务平台白鲸社区的创始人。
2年过去了，白鲸社区成了出海创业界的第一媒体资讯平台，A轮拿到了上千万的投资，即将开启的B论融资，

白鲸社区的估值已达到2亿。
魏方丹的创业成功，几乎就是中国出海创业者一面锃亮的镜子。日前，成都商报记者赶赴福州，对话魏方丹。

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每天睡在公
司的魏方丹，对于未来的方向并不是太
明确。慢慢梳理之后，魏方丹调整了方
向，白鲸社区被定义为出海创业服务平
台，并开始有了行业媒体的基因。魏方
丹这个并没有干过媒体的人，却因为对
出海业务的熟悉和了解，一度是白鲸社
区的首席记者。

痛苦的转型期持续了近一年，这期
间，魏方丹不领一分钱薪水。甚至，他做
好了准备，把自己工作多年积攒下来准
备买房的20万作为公司备用金。

好在，2015 年 6 月，白鲸社区 A 轮
融资顺利完成，1000万投资进账，“终于
能够自信起来了。”

魏方丹迅速在北京设立办公室，组
建了市场和内容采编团队网站、微信公
众号、论坛，采编团队开始保证白鲸社
区在出海领域的内容生产。此外，成立
了白鲸研究院，定期针对出海业务出具
权威报告。很快，白鲸社区的行业影响
力越来越高。“我们去年一年也开始有
了收入，300万，来自线上广告、线下活
动、数据服务等等。”

创业之初，魏方丹还是单身。去年
初，他的白鲸QQ群的一个朋友给他介
绍了一个女孩。上个月，魏方丹结婚了。

“我很幸运，因为QQ群，收获了事业和
爱情。”

观点观点

QQ群线下活动
投资人找上门

打了鸡血/2

将近一年不领一分钱
因为创业找到了爱人

创业之初/3

“我们移动出海圈
其实就是移动版丝绸之路”

开/栏/语

众多QQ群、微信群闪烁着，每一个群，魏方丹都是群主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福州报道

歼—15舰载战斗机阻拦着舰 图据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