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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梦想 一路前行———创业金点子大赛乌当选拔赛获奖项目访谈集

一场赛事汇聚一群有志之才， 一场赛事铸就一

个个梦想，一场赛事引领一段新的征程。 在第四届创

业金点子大赛中，我们看到了大数据、大健康、高新

技术，亦有生态、扶贫、文娱等众多领域。 一群志同道

合的人才会山鸣谷应， 他们中有在贵州建立影视文

创园的社会精英、 有为了致力于让中学生学习到更

好编程的高校学生、 也有为了带动家乡人脱贫致富

的退伍军人、 为梦想勇敢去追逐带动更多残疾同胞

一起创业的特殊群体。 他们的经历犹如一盏指路明

灯，为无数因创业而迷茫的人指明前路。

2018 年 7 月 20 号，第四届“贵阳农商银行杯”

创业金点子大赛乌当区选拔赛决赛落下帷幕， 而他

们的故事才刚开始。

记得住乡愁， 乡亲脱贫走上致富路———贵阳乌

当富美家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扶贫不仅仅是行善，更是社会责任。 这是贵阳乌

当富美家果蔬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每一个成员心中

的信念。

“作为一个返乡农民工，从小的家庭贫困让我不

敢奢望去上学，一直在外打工维持生活。 回到家乡看

到大批量的荒废土地，没有人种，种的东西又卖不出

去，留守老人没有劳动力，经济很困难，希望做些事

能帮助他们脱离贫困， 让大山里的孩子能有自己的

大学梦。 ” 合作社的负责人姚中全说。 此举也符合农

村三变改革中的资源变资产，由此在 2018 年 4 月，合

作社由两名退伍军人牵头， 带领着返乡农民工以及

残疾人开始了热火朝天的脱贫攻坚战。

成立之初，作为一个新项目，所遇的困难阻力可

想而知。姚中全说道：“没有资金，我们几个股东一合

计，各家拿出了自己的存款合资了八万，建立了合作

社。 没有人脉，我们就去找政府，我们的这种扶贫精

神得到了乡镇政府的赞扬，并加以重视进行扶持。 在

我们的第一批产品，100 亩的辣椒种下去时， 辣椒长

出来会是什么情况， 是不是要按以前的思路辣椒种

下去后就不管了，我们都不清楚。 ” 所幸，他们得到了

政府的积极关心与扶持，又有农业专家的指导，后期

辣椒产值大增。 这既是三变改革中的资金变股金，也

是体现了农民变股东。

在谈及为何选种辣椒及下一步计划时， 姚中全

说道：“基于对贵阳市场进行的调查， 大部分辣椒是

来源于遵义市场，贵阳市场的稀缺，我们决定种植辣

椒。 接下来我们预计在辣椒产品收成后，在已有的基

地种无公害的白菜， 直接利用原有土地薄膜进行播

种，减少二次投入费用；在此基础上切入其他产业，

现在已安排我们的员工在花溪的养蜂基地带薪学

习， 最早达到一个农业 + 生态旅游 + 农家乐民宿这

样一个体系。 ”

“我们是通过 SYB 创业培训班，了解到创业金

点子大赛的，政府现在专攻脱贫，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平台，打响品牌，把我们的产品推向市场，让更多的

人回到家乡创业，让每一个已经脱贫的、得到政府帮

助的人，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做一些事，带动贫困

人员，帮助乡亲把脱贫的帽子摘掉。 ” 姚中全回忆道。

他们期冀能够实现，并付诸行动。 在记者问到合

作社运营情况时， 姚中全笑道：“合作社现在已经开

通并逐步完善了线上线下双渠道，线上平台已建好，

线下门店在整个贵阳市有 163 家。 在 5 月樱桃成熟

时， 我们合作社通过贵电商渠道帮助乡亲推销了樱

桃。 ” 这意味着他们踏出了脱贫攻坚的第一步。

对于获得创业金点子大赛决赛三等奖， 整个团

队都收获颇多。 从第一次海选到决赛，汲取其他项目

团队的路演展示，借鉴其完善的体系；导师的项目指

导、建议，专门人员对产品的跟踪，如何去经营，如何

让产品走出去。 他们把项目产品放在心上，他们以脱

贫攻坚为信念，他们追求致力于让乡亲脱贫致富，以

梦为马，不负韶华。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

一———贵州步锐光韵影视文创园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这大概是贵州步锐光韵影

视文创园致力于打造的一个精品影视拍摄基地。

“2010 年第一次来贵州拍片子，非遗的东西吸引

了我， 但是拍东西时这边的设备和器材满足不了我

的需求，不管是轨道、摇臂、灯光，都感觉设备跟不上

要求。 因为贵州的山路地形，对电影轨道等硬件设备

的要求更高，但是在贵州借不到这些设备，且贵州做

大型节目的能力还不是特别足。 ” 影视文创园的负责

人孙勇斌说道。

影视拍摄对于大型设备的硬性要求，无法携带；

随着发展到贵州的剧组越来越多，市场需求大；对于

人际关系的积累；推动当地影视与旅游的发展，数条

原因促使了贵州步锐光韵影视文创园在 2018 年初

的建立。

这样一个大工程实施起来使他们也遇到一些困

难。 孙勇斌说道：“影视文创园修建遇到的第一个困

难就是地基不稳定，做地勘，要打 40 多米的洞及消

耗较长的时间去做勘测， 我们预估在今年年底将会

建成一栋 1000 平的摄影棚和一栋设备别墅。 ”

谈及为何建立项目参加大赛，孙勇斌笑着说道：

“跟贵州省合作久了，很喜欢贵州这种原生态的生活

方式，能带着上海的高新科技跟理念到贵州来，贵州

又是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悠闲，且贵州现在在大力

打造旅游跟影视行业，影视是推动旅游发展的，只有

让大家家喻户晓了，旅游行业才会做的更好。 ”

对于这次创业金点子大赛， 他们感谢能够有这

样一个平台，获得一些更好的创业想法、点子。 对于

获得乌当区决赛二等奖，参加市级复赛，他们希望通

过对领导的想法，导师的意见进行修改，用努力在自

己喜爱的这片土地上，将旅游和影视发展起来，带动

整个新堡甚至是整个乌当的经济、就业发展。

编程梦，中国梦！ ———码学堂

码学堂助力程序计算思维的形成， 让学生体验

全新学习模式。 码学堂的张利平介绍：“码学堂是在

2018 年初创建的，是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将编程教育

逐步纳入中小学课堂。 因为我们都是计算机专业的

学生， 为了学生能有一个好的平台去学习编程有了

共同目标，在负责人罗华秀的带领下，组成了这个十

人小分队，对项目进行了研发。 ”

在项目的创建之初，困难和阻力是有的，其面临

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的问题， 因为小组成员都是学

生，没有更多的资金去研发这个项目。张利平说：“我

们遇到资金困难的时候， 好在得到了学校创业实践

项目的八万现金支持， 并且通过参加创业活动获得

资金奖励，以此作为项目的研发资金。 ”

码学堂是在今年三月正式上线的， 目前已经和

45 所中学合作，为了把码学堂品牌做得更大，这需要

更多的资金投入和宣传，才能把它运行的更好。 张利

平说：“我们在看到这个创业金点子大赛的宣传后就

立即报名参赛， 主要是想通过这个比赛来宣传码学

堂，让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个项目，让中学生能够学好

编程。 ”

通过这次比赛， 他们结识到很多一起创业的朋

友，同时项目也得到了专家们的指导和建议，吸取到

很多经验，使码学堂能更加完善。 团队成员也都得到

了很大的锻炼，一起经历了熬夜加班，为同一个目标

奋斗着，使得团队更具凝聚力。张利平说道：“在比赛

中我们收获了很多，拿到第二这样的好成绩，我们有

信心在接下来的路走得更长远。 ”

有梦就去前行， 创业不再空想———贵阳乌当同

创生态养殖基地

在项目路演展示中，有那么一群人，拄着拐杖在

台上讲解着他们的创业项目———贵阳乌当同创生态

养殖基地。

“项目自 2017 年成立以来，共建立了 40 亩养殖

基地， 在建的 500 亩的残疾人创业就业生态养殖基

地预计今年 11 月底完成， 原基地带动 10 余名残疾

朋友、乌当区水田镇安多村贫困村和 50 户低收入家

庭一起养殖原生态土鸡。 ” 项目负责人张跃平说，这

个项目在这次比赛中获得创业扶贫特别奖， 让他感

触很多 。

“这一路走来，有太多的艰辛和痛苦，而且作为

一个残疾人，在就业方面跟本就没有适合岗位，为了

减轻家里负担，不用家里的一分钱，我才萌生了创业

的念头。 ” 张跃平说，最终，他结识了一群不向命运屈

服的肢体残疾人，成功创建了同创生态养殖基地。

张跃平回忆道：“在决赛现场中， 我看到工作人

员扶着我们上台，观众耐心等待并给予鼓励的掌声，

在我们演讲完后， 专家对于我们项目进行了鼓励和

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些举动，都深深的打动着我，

感觉到了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创业的得到了很大的

鼓舞，这更坚定了我们的创业信心。 ” 来参加这次比

赛是他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能认识到更多的朋友，

专家也对他们项目进行专业的指导； 赛后也获得了

各界人士的祝福和帮助，对他们项目有很大的帮助。

张跃平说：“参加这次比赛，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

项目和自身的创业经历，能感染到更多残疾人同胞，

给他们树立一个模范作用， 鼓励他们积极创业，建立

自信心，加入到创业这个大家庭来。 ” 在创业的这条

道路上，不论有多少艰难险阻，都不要轻言放弃，只

要坚持了，就会有收获。 （陈学义 廖梅 ）

关于举办贵阳市第 21届“爽爽贵阳聚英才”中高级人才封闭洽谈会的通知

广大人才：

贵阳市“爽爽贵阳聚英才” 中高级人才封闭洽谈

会自 2012 年举办以来，已进入第 7 个年头，累计举办

了 20 期，成功为 1000 家次用人单位与超过 5000 名中

高级人才达成干事创业意向， 成为贵阳市乃至贵州省

专门的中高端人才聚集平台。

为进一步助推贵阳经济社会快速、 健康、 持续发

展， 大力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共建共治共享爽爽贵阳

新未来， 为用人单位搭建与高层次人才面对面的交流

平台，促进高层次人才的合理流动，提高用人单位招聘

人才的成功率，贵阳市人才服务中心（贵阳市人力资

源市场）定于 2018 年 9 月举办第 21 届“爽爽贵阳聚

英才” 中高级人才封闭洽谈会，欢迎广大人才参会。

一、活动名称

贵阳市第 21 届“爽爽贵阳聚英才” 中高级人才封

闭洽谈会

二、活动时间

2018 年 ９ 月 15 日（星期六，14：00-18：00）

三、活动地点

贵州丽豪大饭店（贵阳市瑞金北路 115 号）

四、组织单位

（一）主办单位：贵阳市人才服务中心（贵阳市人

力资源市场）

（二）承办单位：贵州瑞德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贵州 HR 俱乐部）

五、参会要求

邀请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才参会： 在知名大中型企

事业单位任部门主管以上经历；硕士及以上学位人员；

海外留学人员；本科以上学历且 3 年以上工作经验；大

专以上学历且 5 年以上工作经验； 具中级以上职称人

员或具有国家注册执业资格人员； 具高级技师资格人

员；其它紧缺专业人员和定向邀约人员；贵州 HR 俱

乐部 QQ 群、微信群网友。

参会人才需自带简历， 经工作人员现场验证符合

参会资格后方可入场。为帮助人才提前匹配企业职位，

参会人才须提前将个人简历发送至指定邮箱。

六、参会单位

贵阳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营运副

总、工程物业副总、营运经理、市场经理、招商经理、工

程经理、物业经理、信息经理、人事行政经理、强电经

理、安全品质经理、成本经理、财务经理）；贵州溪山里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电子商务经理、人力资源经理、企

管部经理、审计经理、财务经理、采购经理、营销总监、

策划总监、招商经理）；贵州电子商务云运营有限责任

公司 （Java 工程师、 需求工程师、 数据业务工程师、

python 工程师、终端开发工程师、前端开发工程师、软

件测试工程师、PHP 程序员、平台运营、平面设计）；贵

州棱兑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Android 工程

师、高级 java 开发工程师、ios 开发工程师、销售经理 /

销售总监、销售副总经理）；贵州勤邦食品安全科学技

术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副总经理、科室负责人、法

务经理、项目申报主管）；贵阳俊发房地产有限责任公

司（投资拓展副总经理、融资副总经理、营销副总经

理、投资拓展专业经理、报批报建专业经理、法务部总

监、结构设计专业经理、融资副总监、客服副总监、营销

管理部总监、市场调研专业经理、土建工程师、供地实

施专业总监、土建造价专业经理、策划专业经理、渠道

专业经理、置业顾问、建筑设计专业经理、水电设计专

业经理、景观设计专业经理、室内设计专业经理、结构

设计专业经理、水电工程师、内业工程师）；上海二十

冶建设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项目经理 （房建 / 市

政）、项目总工（房建 / 市政）、安全主管 / 专员、预算

/ 合同管理员、质量主管 / 专员、技术 / 施工员、市场

专员）；贵州中科恒运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副总、

销售总监）；贵州中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销售事业部

副总经理、区域经理、总裁助理、授权签字人、技术总

监）；贵州东峰锑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冶炼副

总经理、独峰锑业副总经理、技术研发部经理、审计部

经理、财务部副经理、安全环保部经理、营销经理）；贵

州小爱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政府项目经理、技术经

理、渠道销售经理）；贵州首辰知识产权管理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营销总监、财务总监、人事行政经理、互联

网产品经理、 企划经理、PHP 开发工程师、Andriod 开

发工程师）；贵州天下山水旅游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副总经理、运营总监、营销总监、财务总监、演艺

总监）；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贵州分公

司（财务经理、商管部经理、人事行政经理、物业安全

经理、顾客服务部经理、企划营销部经理）；贵州鑫新

实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集团副总经理、集团办

公室主任、财务总监、供应及营销总监、技术及安环总

监、 设备自动智能化主管、 新能源材料技术及安环主

管、规划及企宣主管、生产技术部、磷化工技术主管、生

产技术部碳一及精细化工主管、生产技术部、化验技术

主管、 设备及自动化部设备技术主管、 供销部采购主

管、供销部销售主管、双流厂分厂厂长、总经办职能副

总、双阳磷矿、机运矿长、平安磷矿、机运矿长、行政人

事部部长、财务部资金主管、总经办安全技术副总 / 总

工、自动化及仪表技术主管、技术部部长、技术部新型

材料技术主管、供销部部长、供销部销售主管、谷里煤

矿技术副矿长（总工）、谷里煤矿、采掘技术主管、谷里

煤矿安全副矿厂兼安质部长、谷里煤矿、财务部部长、

工程管理部、土建工程主管、合约预算部、安装造价主

管、合约预算部、采购及材料主管、建安项目经理）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沈女士（13595017180微信同号）

李先生（18585008577微信同号）

联系电话：0851-86759050

��������简历收集邮箱：lfd103@vip.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