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创客

创业1.0_生计_

张锐公司成立早期，业务量不大，一年仅有

几十万元外包营收。张锐和一个同学是团队核心

成员，两人共同拥有80%的股份，其他成员技术入

股。有点恼火的是，这点营收，几个人也不够分。

“收入”成了对团队成员的第一个考验，张

锐说，先后有两个人离开了公司，他也表示出理

解，“毕竟有些人可能考虑更直接， 能不能改善

生活和经济。”留下的人，逐渐成长为公司的核

心力量。

创业2.0_创业_

但一味承接业务，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张锐

说，公司步入正轨后，他琢磨应该推出自己的产

品，“让大家能记住你。”

正好，那阵智能家居炒得比较火，他们就想

到不如做款产品，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控制家里所

有能遥控的家电， 省去到处找遥控器的麻烦。于

是，一款名叫“云朵WIFI”的智能遥控器，在学

校内的简易办公室内造了出来。

云朵WIFI只有手掌大小，外观呈弧形，非常

轻薄，看上去很像是一件时尚的家居装饰。打开

手机，在云朵智能遥控的APP界面，电视、音响、机

顶盒、空调、冰箱、电热水器都在控制范围内，只

要轻手一点就能控制自如。同时，电动窗帘、遥控

调节灯光、手机锁门、记录室温等也能通过云朵

手机客户端“一键实现”。

这张“名片”很快让云朵名声大震。一些家电销

售商、宽带安装公司都有意向与他们合作，希望将云朵

智能遥控器作为一种礼品，吸引消费者购买大家电。

创业3.0_创新_

意外的是， 尽管云朵WIFI至今已经卖出去上

万台，但是张锐并不满意，“带不来任何成就感。”

进入创业3.0时代，张锐的心境与早期相比，

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初曾梦寐以求想做出来的云

朵WIFI，他现在认为太过“浮华”，对使用者来

说并不是必需品，也不会改变人类的生活。他希

望自己能再做点“实实在在”的东西。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张锐提到去年去北

京领一个科技创新团队奖的感悟。当时，一名与

会领导语重心长地给他们提出希望：未来要更注

重国防科研、工业领域的创新创业，把思路打开，

“为国家和民族做一点事情。”

张锐顿时觉得有些脸红。回成都后，他专门

召集团队开会讨论此事， 没想到取得一致的赞

同，大家还为公司谋划了新的发展思路。

张锐说，他们准备下一步向机械设备制造业

进军。现在很多厂商没有智能化技术背景，希望

将产品进行智能化升级改造， 却又缺乏电子技

术。双方合作，厂商负责生产机械，云朵附加智能

化控制，“双方携手对产品进行重新定义。”

去年年底，试水这个新的领域，云朵取得不

少突破，“我还是想在行业领域做一些事情，而

且这些事情一定是要解决一些现实中的问题，解

决生产、生活上的大问题，而不是单个的一两个

‘华而不实’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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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讲到一次

吃火锅的经历 。服

务员来打碟子 ，只

拿了把汤瓢没有漏

勺。原来，瓢上加了

个滤网， 直接就能

过滤杂物。

这让他想起一

句话：创新应该从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开

始。但现在，他想在这

句话后面打个问号。

他问： 汤瓢和

漏瓢就算改成一把

用，又能怎样？

人类的生活，这

样就能改变啦？

他也因此 “推

翻” 了自己曾经的

类似产品， 现在他

觉得：“人应该有点

追求。”

———记者手记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摄影记者 刘海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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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创客的创业反思录

“创新该从生活点滴开始”

对此，我想打个问号

云朵公司创始人、总经理张锐

今年28岁，去年从电子科大研究生

毕业。从最初开公司创业，只是希

望揽点外包的业务，到后来一心想

推出自己的产品获得市场认可，再

到现在反思自己的创业情怀，追溯

这名1987年生人的创业路， 可以

视作研究成都年轻创客们的一个

极好的样本。

没有大咖岁月沉淀的玄

妙，没有新手的异想天开，这位

创客的反思真实而不缺实践

回望，曾经的创新

“没有成就感 不是必需品”

和不少创意产品一样，张

锐 团 队 的 首 款 产 品 充 满 噱

头———用手机控制家里所有能

遥控的家电 。现在 ，他觉得这

款紧盯日常生活的产品，是不

会改变人类生活的，也不是必

需品，“华而不实”

将来，去哪儿创新

不必只盯着生活的点滴

如今的张锐思路大开，他看

准了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创新，打

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大问题———

确实， 只盯着日常生活中琐碎细

节的创新，本身就是种狭隘

最好年华

的反思录

云朵公司创始人、总经理张锐现在挺“看不起”自己的首款产品

“创客”说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杨晓

沣）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

智会见了野村集团中国区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杨志中一行。

野村集团是一家以亚洲为总

部的全球性金融服务机构， 主要

经营机构、 零售和资产管理等三

大业务。上世纪80年代，野村集团

就开始向中国企业提供金融和投

资服务。

唐良智说，当前，成都正站在

“新常态、万亿级，再出发”的新

起点上， 大力推动西部金融中心

建设， 迫切需要各类金融机构的

集聚发展。同时，成都要实现创新

驱动、转型发展，也需要进一步加

强金融服务， 提高经济证券化水

平。希望野村集团抢抓发展机遇，

积极拓展在蓉业务， 并利用自身

在国际资本市场和境外并购上的

强大实力和资源， 为我市企业

“走出去”提供帮助。我们将全力

为野村集团在蓉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提供优质服务。

杨志中简要介绍了野村集团

发展情况， 并表示看重成都金融

业巨大的发展潜力， 将与成都加

强交流沟通和项目合作。

市委副书记李昆学， 副市长

刘守成参加会见。

唐良智会见野村集团中国

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杨志中

抓紧抓实产业发展 在调结构中稳增长

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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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县及相关市级部

门，要主动沟通、对接服务好企业，

积极营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

调研结束时，黄新初强调，面

对经济新常态，需要保持平常心，

但绝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发展。发

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经济建设始终是兴蓉之要。 成都

是四川的首位城市， 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 我们要贯彻落实好省

委提出的“十个抓紧抓实”要求，

抓住和用好二季度这个稳增长的

关键期， 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产

业，努力在稳增长中调结构，在调

结构中稳增长， 确保完成年初确

定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 持续为

成都经济注入活力与动力。

黄新初强调， 面对严峻复杂

的经济形势，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要时刻把发展紧紧抓在手中，不

图虚名、不务虚功，潜心做好打基

础、利长远的实事好事，以上率下

抓落实、促发展，用发展的办法解

决问题、渡过难关，在新常态下实

现新作为，求得更大发展，努力创

造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城市、无愧

于时代的工作业绩。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朱志

宏，市委常委、秘书长黄建发，市

长助理韩春林参加调研。

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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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要健全交通规划

建设统筹机制， 确保重大交通项

目顺利实施。

三要满足城市发展需要，紧

密结合成都实际，高质、高效、高标

准推进城市建设， 尤其要突出抓

好天府新区、出口大通道、轨道交

通、“北改”、“四改六治理”等重

点工程的统筹推进和资金筹措。

四要紧跟时代步伐， 不断升

级城市管理水平， 进一步强化城

市精细管理和“天天归零”理念，

全面加强信息化建设， 提升城市

管理标准化、 规程化和法治化管

理水平， 不断完善公共配套设施

建设，更好服务成都发展，造福蓉

城百姓。

副市长刘守成，市政府资政

黄平，市政协副主席、成都天府

新区管委会主任杨林兴，市长助

理、市政府秘书长门生参加调研

和座谈。

全面提升城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