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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
我赶上了全国双创的浪潮
成都是“IP工厂”

今年仅26岁的赵品鑫，生在四川泸
州，长在新疆，在山东青岛读大学，在广
东珠海工作。选择到郫都创业，既偶然，
又必然。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创业，做
些手机主题，挣点零花钱。”2016年，当
时还在某知名手机厂商工作的他，萌发
了自己创业的想法。在跟大学好友交流
了自己的想法之后，朋友推荐他来郫都
看一看。“当年的端午节，就跟几个合伙

人一起，来到了郫都区。”原本以为自己
是微小型创业公司，不会受到重视，没
想到，他们一行到了郫都区之后，受到
了相关负责人的热情接待。“听了他们
的介绍后，我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来郫
都区创业，回去我就辞了职。”

2016年10月，成都为极科技有限公
司正式落户郫都区菁蓉镇。“我那时只
有30万元的存款，30万要开公司，很多
朋友都不敢相信。”赵品鑫告诉记者，光

场地费就是一道“拦路虎”。结果，郫都
区不仅给予他们团队3年全免、2年减半
的场地优惠政策，还帮他们对接了财务
公司及办理其他业务的一些公司。如
今，赵品鑫和团队在近300平米的办公
区搞设计、搞研发，事业开始有了起步。

“一开始我们都不懂股权架构，也是区
上安排的公司来给我们免费培训，如
今，我们也按照他们给予的建议完善了
股权结构。”

90后揣30万辞职创业，这里为他提供场地，还有政策帮扶……

创客郫都：释放文创活力 助力高质量发展
1100月月11日日，，一款线上娃娃一款线上娃娃

机的游戏悄然在年轻人中流机的游戏悄然在年轻人中流
行起来行起来，，这是一款全新的手这是一款全新的手
机游戏机游戏，，用户在手机上操作用户在手机上操作
实体娃娃机实体娃娃机，，并可以通过直并可以通过直
播看到游戏结果播看到游戏结果。。一旦抓中一旦抓中
娃娃娃娃，，该游戏的开发公司就该游戏的开发公司就
将抓中的娃娃邮寄给用将抓中的娃娃邮寄给用户户。。

这款全新的游戏这款全新的游戏，，来自于来自于
郫都区一家年轻的双创企业郫都区一家年轻的双创企业
———成都为极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为极科技有限公司。。
9090后的赵品鑫是该公司的创后的赵品鑫是该公司的创
始人始人，，虽然年纪轻虽然年纪轻，，但他也算但他也算
得上是资深得上是资深““创客创客”。”。像他这样像他这样
的创客的创客，，郫都区一共有郫都区一共有2150021500
余位余位。。

如今如今，，这个落户郫都区仅这个落户郫都区仅
22年的双创企业年的双创企业，，预计单手机预计单手机
主题服务就将在今年突破主题服务就将在今年突破
10001000万销售额万销售额。。

这只是郫都区文创产业这只是郫都区文创产业
发展的一个缩影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几年近几年，，创创
客郫都不仅吸引了成都影视客郫都不仅吸引了成都影视
硅谷硅谷、、““凤凰影都凤凰影都”、”、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农业文创项目农业文创项目———陌上花开—陌上花开
都市田园综合体等重大文创都市田园综合体等重大文创
项目项目，，该区还大力发展特色文该区还大力发展特色文
化化，，实施实施““文化文化++””和和““七个一七个一
批批””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着力设立一批着力设立一批
高端学术研究机构高端学术研究机构，，培养一批培养一批
专家型研究人才专家型研究人才，，保护开发一保护开发一
批重点历史遗迹批重点历史遗迹，，夯实一批夯实一批文文
化传习基地化传习基地，，策划一批文化策划一批文化
品牌活动品牌活动，，创作一批文艺精创作一批文艺精
品力作品力作，，研发一批优秀文创研发一批优秀文创
产品产品，，同时推动望丛同时推动望丛、、扬雄扬雄、、
蜀绣蜀绣、、川菜等城市文化创新川菜等城市文化创新。。
做大做强文创产业做大做强文创产业，，打造具打造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创产业高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创产业高
地地，，为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为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
城贡献郫都力量城贡献郫都力量。。

发展文创，郫都区的条件
得天独厚，郫都区是古蜀故
都，是古蜀文明和农耕文化的
发祥地，文化资源丰富，文化
遗迹众多。此外，区内19所高
校，超过30万名大学生为郫都
区提供了创新的源泉。而郫都
区也从来也不缺乏双创的基
因，郫县豆瓣是创新，发源于
原郫县的农家乐是创新，战旗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成
功拍卖也是创新。

正是有了这样良好的双创
生态，文创项目也接二连三地
落户郫都。2017年9月，备受瞩
目的成都影视硅谷（四川传媒
学院新校区暨影视传媒科教产
业园）正式动工了。成都影视硅
谷占地约1300亩，投资21亿元
人民币，被列入四川省2018年
度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伴随该项目的开建，已有20
多个全国性的“重量级”项目与
四川传媒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并
将在今年内陆续入驻，目前在郫
都区注册落地的影视文创相关
企业就有10多家。此外，四川传
媒学院、阿里巴巴集团-淘宝公
司与二更视频、摩卡视频等国内
知名短视频运营商，四方共建大
型淘宝短视频双创基地。有“综
艺教父”之称的夏陈安及其团队

与四川传媒学院共建综艺影视
节目创作基地、综艺影视主题乐
园、综艺影视学院；知名上市公
司中国首控集团将在成都影视
硅谷拟投资20亿元建立影视文
创与传媒教育产业基金；花椒直
播也投资1亿元与四川传媒学院
开展互联网新媒体直播人才培
养，成立花椒直播学院。

在郫都区全域双创的背景
下，文创正在加速与其他产业
融合。2018年3月，投资达30亿
元的乡村振兴农业文创项目
——陌上花开都市田园综合体
开工，项目将整体打造成集“都
市文旅、观光农业、音乐公园、
农业博览、花卉园艺、家庭农
庄”为一体的都市田园综合体
新标杆。2018年7月，完美世界
教育落户郫都，将于四川传媒
学院共建“国际游戏与电竞学
院”以及“游戏与电竞孵化中
心”，助推郫都区双创发展……

如今，郫都区内文创产业
活力持续释放，正在成为经济
转型升级的助推器。依托“文
创+”发展模式，郫都在改革中
实现了区域经济新旧动能的转
换，加快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
步伐。

成都商报记者 龚靖杰
图据郫都区委宣传部

从刚开始只有3位创始人变成拥有
30多个年轻人的创业团队，业务也从单
一的手机主题服务延伸到手机软件和手
机游戏等多个方面，落户菁蓉镇两年，为
极科技发展迅速。“我们现在的团队平均
年龄不到26岁，80%都是做研发和设计
的，而且这些人里面，有很大一部分就来
自我们郫都区的高校。”在赵品鑫看来，
在郫都区发展文创产业，不仅有政策优
势、产业链优势，还有人才优势。

赵品鑫告诉记者，公司最初的业务
就是手机主题服务。“我们跟西部电影集
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大话西游》手
机主题已经上线了，接下来我们可能还
会开发《红高粱》手机主题。”到目前，为
极科技开发的手机主题已经近千套。最
热门的单款手机主题在全球市场有超过
100万的盈利。

如今，为极科技已经在手机主题板
块市场报表排名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深

圳掌酷和上海顶晟。手机主题下载量已超
过一亿次，使用区域覆盖185个国家和地
区、占据华为、三星、OPPO、vivo等8个手
机主流市场。今年的营业额纯利润在去
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倍。主营业务也从只
做手机主题延伸到手机软件和手机游戏
等方面。目前公司拥有8项视觉专利，以及
数百套设计版权，多项软件著作权。“可以
说，我们从一家单一的手机主题服务公
司，演变成为了一家手机综合服务公司。”

仅30万创业启动资金 郫都区提供场地政策等多重支持辞职创业/

手机主题下载量超一亿次 使用区域覆盖185个国家和地区

文创项目扎堆
“文创+”助推郫都高质量发展

活力释放/

成长迅速/

郫都区菁蓉镇

创客公园

离开房地产领域
“我赶上了全国双创的浪潮”

毛大庆的口音仍然带着浓重的北京腔，倒是
时时挂在脸上的微笑，彰显着待人接物的儒雅。谈
及创业过程，他总是说自己“赶上了好时代”。

2015年之前，毛大庆的身份是万科集团副总
裁，后者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曾有媒体
评价称，毛大庆作为房地产行业最有价值的职业
经理人之一，“与王石、郁亮奔跑在万科的辉煌时
代”。

抛去职业经理人的身份，毛大庆的理想却不止
于房地产。深耕房地产领域的他注意到，彼时海外已
经“红得发紫”的联合办公，在中国才刚刚起步。

2015年3月，毛大庆做了一个极难却又令人惊讶
的决定——离开传统地产公司，加入到创业大军，创
造了联合办公空间品牌――优客工场。

2015年4月中旬，“优客工场”正式亮相，毛大庆
自称“赶上了全国双创的浪潮”。他表示，作为新行业
新公司，联合办公和优客工场都深度获益。如今，毛
大庆更希望优客工场能够实现协同式创新和伙伴式
成长，帮助中国打造更多具备双创活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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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距离““双创周双创周””成都主会场菁蓉成都主会场菁蓉
汇仅一街之隔汇仅一街之隔，，成都银泰成都银泰··优客工场优客工场
的的““创客味儿创客味儿””颇浓颇浓。。作为优客工场作为优客工场
在成都落地的首个项目在成都落地的首个项目，，成都银泰成都银泰··
优客工场不仅聚集了数十家本土创优客工场不仅聚集了数十家本土创
业公司业公司，，一批看好成都市场的外地一批看好成都市场的外地
创客也纷纷在此布局创客也纷纷在此布局。。

跑哪儿科技是优客工场在北京跑哪儿科技是优客工场在北京
的首批客户之一的首批客户之一。。跟随优客工场在跟随优客工场在
全国布局的步伐全国布局的步伐，，更是看好成都日更是看好成都日
渐旺盛的体育赛事产业渐旺盛的体育赛事产业，，两家公司两家公司
一起来到成都一起来到成都，，准备在这里大展拳准备在这里大展拳
脚脚。。目前目前，，优客工场在成都已经服务优客工场在成都已经服务
公司公司6060余家余家，，服务人次服务人次30003000多人多人，，为为
成都创业者和有意在蓉发展的企业成都创业者和有意在蓉发展的企业
提供了众创空间提供了众创空间，，助力成都打造创助力成都打造创
新创业之城新创业之城。。

作为中国联合办公市场的第一作为中国联合办公市场的第一
个独角兽个独角兽，，优客工场同样也是一家优客工场同样也是一家
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其成长故事可谓其成长故事可谓““中国式中国式
创业标本创业标本”。”。在四度参加在四度参加““双创周双创周””活活
动的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看来动的优客工场创始人毛大庆看来，，
这一活动将成为彰显中国活力的科这一活动将成为彰显中国活力的科
技展技展。“。“除了国家科技平台除了国家科技平台，，大量创大量创
新型公司借助这一平台进行成果展新型公司借助这一平台进行成果展
示示，，这正在唤醒中国人自力更生这正在唤醒中国人自力更生、、奋奋
发图强的创新精神发图强的创新精神。”。”

成都是“IP工厂”
优客工场计划明年达10个

“我们在成都已累计服务3000多人次，但这绝不是上限。”自
称半个成都人的毛大庆表示，浓厚的创业氛围，让成都成为联合
办公行业发展的热土。一个很直观的表现，是年轻人向成都的“回
流”。毛大庆说，成都这样的活力省会城市，提供了好的发展平台、生活
空间，是集聚想象力的地方。这也成为今年“双创周”落户成都的重要
原因。

毛大庆表示，成都可以被称为“IP工厂”。在他看来，文化创意
产业是成都应该大力发展的方向，电影、动漫、文学创作等领域将
帮助成都打造“IP”集群，加强在全国城市的品牌效应。

据了解，优客工场在成都已经运营4个项目，服务公司60余
家，服务人次3000多人。其中大中型企业占6成，小型公司和小型
创客约占4成，是毛大庆眼中的“联合办公企业尺度的理想模式”。
入驻企业涉及新媒体、VR、AR、云计算、互联网+医疗等10多个行
业，包括今日头条内容孵化器、地瓜网络、数酷智云等知名公司，
成为优客工场银泰社区的“头啖汤”尝试者。

“成都是优客工场的首批计划入驻城市，这里也是我们发展
的主要战场。”毛大庆透露，优客工场在成都的项目数量计划明年
达到10个，通过线下赋能楼宇经济和线上赋能企业发展，助力成
都打造创新创业之城。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摄影记者王勤

四度参加“双创周”
他为成都带来这些黑科技

谈起与双创的关系，毛大庆连连表示“渊源颇深”。他不仅
是中国创业大军中的一员，更是全国“双创周”的常客。

算上今年，毛大庆已经连续参加全国“双创周”活动。多
年的参与不仅让他看到国家科技发展的迅猛，更让他观察到
各个产业在中国的成长与未来。

这一次，毛大庆在成都的展台上准备了不少“黑科技”。
据悉，入驻优客工场的成都企业云天励飞带来了智慧城市
芯片，把城市所有的摄像头“AI化”，赋能智慧城市。“例如
城市出现涝情，视频传感器直接传递到城市智慧系统进行
分析，通过算法提供相应解决方案。

此外，来自北京等地的创业企业也将最尖端的技术带
到成都。毛大庆透露，入驻北京优客工场的志诺维思将现
场展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精准治疗癌症。该技术将肿瘤案
例和病例数据上传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人工智能为医院
提供初期诊断后的医疗方案等信息。

“优客工场不是关键，我们更希望赋能入驻企业，为创
客们提供更大舞台。”在毛大庆看来，创业不仅是以盈利能
力来衡量，联合办公的平台价值巨大，“中国未来的创新者
和民族的骄傲可能诞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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