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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 中原创客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81358元，
中奖总金额为392463元。

每注金额
27167元

50元
5元

23元
154元

1463元

第2015222期
中奖号码

02 03 07 14 21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２２选５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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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26104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338242元。

单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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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621878元。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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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222期

中奖号码：550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3299366元
和8297486元。

“排列3”、“排列5”第15222期开奖公告
玩法 中奖号码 全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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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销售超级大乐透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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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095期
中奖号码：08 14 26 34 35 05 10

本期投注总额为 154621807 元,1440739717.69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他们是创客 他们服务创客
大河报再探访三家创客实训基地，看看他们为大河创客提供哪些服务

大河创客实训基地之——金源众创空间

一个项目从初创、孵化、运营，都能在这里解决 □记者 魏浩 实习生 王朵

大河创客实训基地之——芯互联创客空间

为“小而美”的电商创客提供集群服务

本报讯“不要把‘成功者’
等同于‘创业者’”。UFO众创
空间创始人CEO李杨曾这样
表示，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的当下，其实创业的门槛在降
低，创业的群体在扩大，应该避
免把创业者形象过度精英化，
只有这样，才能打造更接地气
的孵化器。

“提供意想不到的机会、让
创业者更有尊严、无限降低创

业的门槛，这些是我心目中伟
大孵化器的特征。”李杨曾表
示，而他领导下的UFO也正在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和省内其他同类孵化器相
比，UFO的全国性特征更明
显。自UFO（郑州）众创空间
今年 3 月成立之后，UFO 北
京、UFO长春也相继成立。而
随着条件成熟，“未来会有越来
越多的区域UFO孵化器上线，

这样各地创业者、创业项目之
间的信息交流和对接会更加方
便。”8月1日，在大河创客市集
活动现场，UFO郑州孵化器有
关负责人表示。在此次大会
上，UFO郑州孵化器不仅被授
牌大河创客实训基地，而且在
孵的沃达航空科技、伟尚电子、
昂尼斯特等项目，获得了大河
创客市集活动大奖，成绩非常
突出。

“UFO”，这个英文很容易
让人联想到未知、探索，而实际
上UFO众创空间取义来自于
欧美流行的“Your First Of-
fice”概念。“把线上与线下、投
资与孵化相结合，协助创业者
最大化地实现创业梦想，更好
为大河创客服务，就是我们的
目的。”UFO郑州有关负责人
表示。

大河创客实训基地之——UFO众创空间

投资+孵化，助大河创客实现最大梦想 □记者 王迎节 实习生 李洁伟

□记者 王迎节 实习生 李洁伟

本报讯 作为大河创客实
训基地，金源众创空间成立近
半年来迅猛发展。创始人赵长
升曾多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阐述他对创业的想法和理想。
自国家推动“大众创新 万众创
业”后，作为郑州出现的首家

“众创空间”，赵长升正领导他
的团队为创业者打造“创业生
态圈”，让一个项目从初创、孵
化、运营，甚至上市，都可以在

这里解决。
“打造创业生态圈，就是把

市场价值链上各个元素整合起
来，这是孵化器的高级形态，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目标，是因
为我们正好拥有各方面的资
源。”赵长升表示。目前，金源
众创空间拥有资讯、培训、项
目、资金、孵化等五大平台优
势，可以为入驻企业提供专业
化的孵化服务。这里既有中

国大学生创业网，还有众筹学
院和新三板学院，有关创业初
期碰到的各种问题，基本上都
可在这解决。

至于投融资，赵长升本身
就是一个成功的投资人，他曾
先后参股河南新科技市场、花
花世界、速鸟科技、福流科技、
澜庭叙企业家俱乐部等十多个
项目。与此同时，金源众创空
间还与省内外的众多投资机

构、知名天使投资人都有非常
密切的联系。“只要项目好，不
用去找钱，钱会来找你。”赵长
升说。

“大河报作为河南最有影
响的媒体，深受创客们的信任，
大河创客与金源众创空间今年
已经进行了很多良好的合作。
现在创业气氛和环境都比以前
好很多，未来合作的潜力巨
大。”赵长升表示。

本报讯 想当一名电商创
客，当真只需要有一个鼠标、一
台电脑就能全部搞定吗？别忘
了，还有推广、仓储、物流等多
个环节需要考虑！把各类电商
企业聚集在一起，发挥集群优
势，让刚刚触网的年轻创客少
走弯路，正是芯互联创客空间
正在做的事。

当众多“小而美”的电商集
群在一起，彼此之间会碰撞出

什么样的火花？在河南优胜电
子商务产业园，你可以见识到
这样的线下生态圈——从摄
影、美工，到培训、推广，再到仓
储、物流，园区内几乎能满足电
商企业发展所需的一切环节。

芯互联创客空间，就位于
这样一个产业园区内，总面积
达1800平方米。其由河南省
计算机行业协会发起，以创新
创客集中办公、创客交流、创客

互通、创新创业发展为主体，旨
在为更多有着电商创业梦想、
创客思路的年轻人和团体提供
良好的发展环境。

选择该园区作为大河创客
实训基地，正因为其是专门针
对电商创客打造的。“我们将侧
重于计算机及互联网+相关创
新创业项目，产业园已经聚集
了河南最优势的IT及电商资
源，所以我们想打造一个专门

针对电商创客的孵化器。”芯互
联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刘
超在受访时说。

“创客空间的配套完善，不
仅有专业的辅导和培训，还有
可以共享的同类电商资源，可
以为有创新、创意的小电商提
供便利。”杨刘超介绍说，针对
大河创客，他们还会提供更低
的进驻门槛。

【编者按】创业之路难免磕磕绊绊，而经过孵化平台的“打磨”后，很多项目得以少走弯路。随着近年来
大众创业的兴起，省会郑州涌现出数十家大小创业园区、创业咖啡馆。为更好地服务创客，经过前期大量的
走访、调查，在大河报20周年庆时确定了首批6家创客实训基地。此前，大河报已将河南留学人员创业园、
创富工厂、慧谷咖啡等实训基地一一呈现（详见本报8月11日A13版）。

近日，本报记者再进入另外3个实训基地，为大河创客打探其间的“孵化”功能。

芯互联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刘超

UFO众创空间创始人李杨

金源众创空间创始人赵长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