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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 中原创客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417272元，
中奖总金额为18145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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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省销售额为308826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411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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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2857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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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３D”河南开奖公告2015306期

中奖号码：392

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5228742元
和8884832元。

“排列3”、“排列5”第15306期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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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65318307 元,1859845621.7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直通河南老胡”第二季暨大河创客会分场路演结束
上周的路演会后，投资人再分享干货：

创客们要设计好商业模式

□记者 魏浩 文图

核心提示 | 随着第二季“直通河南老胡”暨大河创客会的项目分场路演于上周落幕，2015
（第十一届）大河财富中国论坛的“中原十佳创客”评选也开始进入紧张阶段，本周五，获得晋级
资格的创业项目将集中进行路演，在众多顶级投资机构负责人面前，角逐11月28日与大佬面
对面交流的机会。

当天第一个上场的朱红良，
带着他的“保健师智能做饭机器
人”上台时，一个温馨幸福的画面
出现在大家面前：一锅当多锅用，
同时做出了八宝粥、鸡蛋羹、红烧
肉、大米饭等可口的饭菜。“这都
是一锅同时做出的，自动完成不
需看守，回家就享受健康饭！”朱
红良在演示时，突然饱含深情地
说，自己的家人在厨房劳累，积劳
成疾，自从萌生制作自动做饭机
器人的想法后，他在这件事上坚
持了多年，听得场下一名女孩双

眼湿润，眼泪不停打转。但在随
后的点评阶段，嘉宾的提问却相
当“犀利”：“请解释5年前我就见
过您描述的类似产品，为何销声
匿迹了5年之后，这个产品又出
现了呢？”同时还有嘉宾提出，针
对年轻的消费者而言，该机器人
的外形吸引力不足。

而在随后出场的“E 动私
厨”项目上，众人又看到了一桌
美食：主题移动宴会订制系统服
务，以中央仓库集配+办公式运
营中心+现采现用食材+厨房移

动区位+厨师上门烹饪+专业宴
会团队的运营模式，快速解决
50-2000人的团体主题宴会接
待。项目创始人刘杰说，他从事
餐饮行业已有15年，其间在一
线城市掌握高端餐饮管理技能
后，回到河南开创了该项目，“46
人的专业厨师团队，已经服务了
两千场主题宴会”。不过针对他
的项目，投资人刘敏杰建议说，
虽然该项目优点很多，但如果能
找出自己的核心优势并单点突
破的话，效果可能更佳。

路演现场爆棚，创业激情温暖初冬

11月5日下午，位于郑东新
区的建业天筑会议室座无虚
席。因为是“直通河南老胡”第
二季暨大河创客会的最后一场
分场路演，所以很多未及上台的
创业项目，争相抓住这“最后的
机会”。原本计划的5个路演项
目，硬是增加到了7个；20人的

会议室场地，后来也不得不撤掉
圆桌，给数十名到场观众安排座
位。

嵩山资本、启富汇、鑫道资
本等投资机构的决策人亲临现
场，并对当天参加活动的7个项
目进行了专业点评。而参加当
天路演的7个项目，更是创始人

亲自上阵，激情演讲。场下互动
也爆点不断，除了投资嘉宾外，
观众也对多个项目提出诸多问
题，甚至还有观众当场表示要参
与项目合作。“有梦想、有野心、
有激情是创业者具备的基本素
质。”鑫道资本合伙人刘敏杰如
此评价。

讲事迹能感动观众，难打动投资人

对于当前此起彼伏的互联
网O2O项目，很多投资人可谓
又爱又恨。而对很多行业来说，
互联网只是多了一个渠道，不能
有了线上就忽视了线下，线下的
体验才是最重要的。

在当天的路演活动中，来自
湖南的创客肖旭华说，他所设计
的家蘑方平台整合了家装服务
中的各个材料供应商，并去除家
装公司、工长等中间环节，将利
润返还给用户及服务人员。通
过该平台可解决推广、接单、监
督、支付等诸多问题，并且在此
前的一次招商会上，吸引了多名

业主参与体验。对此有嘉宾称，
因为装修行业的特殊性，大量的
材料、施工、人工管理等还要线
下处理，况且客户最在意的质量
监控也是需要线下完成。虽然
依靠网络优势减少了工长的成
本，“可工长在处理各种关系、
人员调配、质量把控（特别是隐
蔽工程）、工期安排、材料审核
等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是有其存
在价值的，两者的取舍或有待
商榷。”接受采访的刘敏杰说，
很多创业者热衷于互联网项
目，但需要抓住核心竞争力这
个环节。

互联网+所有行业都行？先解决线下体验再说

一个好的商业模式，让人一
听就能听得懂，一想却想不到尽
头。在当天的7个项目路演结
束后，众多投资嘉宾又开了一个
小会，总结出诸多创业者想听又
听不到的建议：

1.要清醒地认识到在整个
交易模式中，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是什么，有什么资源？比如洗车
污水净化器项目，免费送机器的
模式看似完美，可前提条件是具

备大量资金，在不具备这一条件
时，是否采用其他模式，比如依
靠前期政府的支持先生存，再发
展。

2.要设计自己的壁垒，让模
仿者无法或难以轻易复制。比
如快速占领市场，比如不断创新
产品、营销模式。许多项目不同
程度都存在这样的风险。

3.要有精准的客户定位和
杀手级的隐形需求。

大河创客会纯干货分享：设计好商业模式再战

记者从活动组委会获悉，本月13日（周五）全天，本次创客
会的关键环节——项目集中路演将在郑东新区建业总部港上
演。目前报名通道仍处于开放状态，如果你认为自己的项目有
足够的竞争力（获得A轮投资项目可直接进入集中路演环节），
欢迎争取直通河南老胡和国内顶级投资大咖的宝贵机会。

需要提醒的是，本次创客会座位有限，需提前预约入场名
额。即便因为项目所处阶段和实力暂时有限不能进入“十佳创
客”之列，但只要带着项目积极参与前期活动，亦可拿到11月28
日的入场“门票”。想在现场与创客深度对接的投资机构和众创
空间，也需要提前向组委会预约入场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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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河报电话：0371-65795604 邮箱：dahechuangk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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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五集中项目路演，邀你观战

项目路演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