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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创客”首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立即引发热议。“创客”，从最初
被定义为将兴趣与爱好转变为现实
的人，到如今已演变为以创新产业为
核心的人群和平台。

去年 10 月，江西先锋天使咖啡
移动互联网创业孵化平台建立，成为
我省首家以创业和投资为主题的移
动互联网创业服务平台，南昌高新区
授予其全省第一个“创新性孵化器”
称号。如今，该平台已运行近半年，
这里的“创客”怎么样了？

半年孵化亿元级项目
沈煌是江西先锋软件学院的一

名大二学生，去年 8 月，因为在北京
实习时看到“车库咖啡”全新的创业
模式，深受触动。回南昌后，在学院
的支持下，沈煌与另外 7个人一起创
立了先锋天使咖啡互联网创业孵化
平台，每人投资 1 万元，场地、租金、
办公设施等全部由先锋学院提供。

“我们既是‘创客’，同时又是一
个为其他‘创客’提供服务的平台。”
沈煌给他的咖啡屋这样定义。在这
里，创业者只要买上一杯咖啡，就可
以工作一天，享受免费的宽带，水电

和开放式的办公环境。更为重要的
是，他们还可以获得投资人和企业家
的关注，共享专业的技术、管理、培训
等服务，不同创业团队之间随时交流
碰撞，了解最新的市场资讯。先锋天
使咖啡则通过这些服务，获得创业团
队 1%至 2%的股份。“有风险，但更有
挑战，这就需要我们提供更好的服
务，吸引更多投资人和企业家关注，
帮助创业者成功。”沈煌说。

成立至今，已有 30 多个青年创
业项目和团队入驻先锋天使咖啡创

业平台，很多项目在这里承接了业
务，获得了资金，其中不乏亿元级别
的天使投资项目。

草根创业者的助推器
成立于 2014年初的中磊支付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提供行业在线
支付服务，解决国内电子贸易供应链
上电子支付环节问题的网络公司，与
其他创业者一样，这家公司在资金、
市场等方面时常遇到瓶颈。

2014 年 10 月，中磊支付第一个

入驻先锋天使咖啡。此后，公司不断
参加咖啡屋里举办的天使对接会和
企业家经验分享会等活动，每每遇到
好的投资人，公司负责人都会竭尽全
力展示自己的核心产品——中磊网
络支付平台。终于，中磊支付被几家
天使投资机构“相中”，获得了 1亿元
的天使投资。

12 月，中磊网络支付平台通过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检测，目前正等待
网络支付牌照的发放。一旦通过，中
磊支付将填补江西第三方支付空白，
成为我省首家拥有第三方支付平台
的服务公司。

比中磊更年轻的有啦科技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4年底，专注于互联
网品牌设计和创意传播。尽管暂时
没有获得天使投资，但在先锋天使咖
啡，它们拿下了第一笔业务，并且在
短短三个月时间，业务数量递增，最
初的四人团队根本忙不过来，公司正
在积极招人。

“先锋天使咖啡互联网创业平台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办公场地，更带来
了宝贵的信心。”有啦公司市场总监
柳刚说，通过这里的资源、人脉和专
业化服务，公司可以避免许多弯路，
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靠项目孵化吸引关注
先锋天使咖啡成立之时，并没有

把盈利作为目的。尽管是一个创业
平台，但在运行过程中还是以咖啡屋
为载体，这里的咖啡价格与外面无
异，再加上店里的员工、水电、咖啡原
料等成本，以及外出洽谈业务的费
用，每个月支出都要过万元。最初的
两三个月，先锋天使咖啡基本处于亏
损状态。

随着平台基础服务设施的逐渐
完善，先锋天使咖啡找到了一定的办
法，入驻的会员企业缴纳 1 万元，就
可以获取 2 万元的消费券。“这样既
能解决咖啡屋的前期运行成本，又能
让创业者享受优惠，一举两得。”咖啡
屋的店长李孟告诉记者。

“但这毕竟只是短期的办法，从
长远上看，我们还是要在项目服务和
天使对接上做好。”李孟说，先锋天使
咖啡的核心优势在于资源与服务，目
前这里已经邀请过不少优秀企业家，
为创业者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未来，
我们希望孵化出更多好项目，源源不
断地吸引投资人。不仅如此，通过打
包优秀项目，还能争取更多的政府支
持，让先锋天使咖啡移动互联网创业
孵化平台更加壮大。”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按规
定，家住南昌万科四季花城的不少业
主，其子女已划至南昌外国语高新学
校片区上学。可是这些“地段生”的
家长，每年因为“补差价”，要多掏
800元至 1200元，他们认为这与现行
的义务教育政策不相符。记者了解
到，就读南昌外国语高新学校“补差
价”的学生有1000多人。

南昌外国语高新学校是一所公
助民办全日制九年一贯制学校，创办
于 2004 年，现在校学生 3000 余名。
2014年开始，按照相关政策和地段划

分，户籍在南昌高新区公安分局所辖
派出所且为万科四季花城、江铜花
苑、溪湖春晓业主的直系子女；艾湖
村户口的义务生生源；高新区管委会
相关职能部门认可的义务生生源可
就读该校。

家住江铜花苑的黄女士告诉记
者，去年9月，小孩刚入学时就按要求
交了400多元所谓义务教育“差价费”，
今年开学再次要求补交。与黄女士一
样，众多家长感觉此“差价”蹊跷。

据了解，要求“地段生”家长“补
差价”，其原因是高新区财政购买学

位“钱不够”。“财政购买每个学位的
钱，只是每个学生收费许可的 80%，
因此差价由学生家长出。”南昌外国
语高新学校负责人称，以前分为“义
务班”和“外国语班”（地段外收费
班），可是不少家长反对。她表示，报
名时曾让家长进行选择，结果家长都
同意将“义务班”与“外国语班”混合
后分班，学校因此收取“差价费”，这
些“差价”用在教辅材料、英语课程、
作业本上。

不少家长向记者反映，之所以同
意签字是情非得已，不签，学校对“义

务班”与“外国语班”学生区别对待，
教学课程设置“厚此薄彼”，因而宁愿

“花钱消愁”。
“按照规定，划了地段后，义务教

育阶段的‘地段生’是不需要缴这么多
费用的。”南昌市教育局义务教育处相
关负责人给出的答复是，“你可以不
交，学校不会把你赶出去，万一赶出去
后你可以投诉。”记者询问，为何不全
额资金购买学位，这位负责人答复，南
昌外国语高新学校的财政拨款由南昌
高新区负责，自己不清楚此事。

记者了解到，每位学生一学年要

补交差价 800 元至 1200 元不等。高
新区社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拨
款确实没有达到学校收费许可的标
准，自己小孩在该学校读书，每学期
也要交钱。“每年高新区财政为‘地段
生’购买学位花费超过 900万元。”对
于学生家长的投诉，该负责人很生
气：“投诉的学生家长可以不交，想到
别的学校就读，我们会安排。”记者
问：“为什么不按照收费许可，财政全
额拨款购买南昌外国语高新学校义
务教育‘地段生’学位？”该负责人答：

“没有为什么！”

3月7日，在永新县龙
源口镇南塘村，永新盾牌
舞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吴
三桂正在教村里的孩子练
习盾牌舞。

永新盾牌舞属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源于古代军中的盾牌战
术，可谓我省民俗文化的

“活化石”。但随着文化生
活的日新月异以及老艺人
的相继去世，使盾牌舞面
临失传的危险。今年已68
岁的吴三桂每逢周末或每
年的寒暑假便召集村里的
孩子们，自购成套设备教
孩子们练习盾牌舞。同
时，他也积极挖掘和培养
有天赋的盾牌舞者，在所
教习的徒弟中，希望能够
找到接班人，不让这宝贵
的民俗文化失传。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一个咖啡屋孕育一群“创客”达人
我省首个互联网创业平台起步顺利 产品有望填补第三方支付空白

本报记者 陈 璋文/图

本报讯（记者杜金存）3 月 10
日，婺源县环卫所小组长汪彩珍提
起属下俞根旺拾金不昧的事，依然
赞叹不已。春节前，俞根旺捡到一
个钱包，主动上交到单位，单位几经
辗转，终于将钱包“完璧归赵”。

2015 年 2 月 11 日下午，俞根
旺像往常一样，弯着腰在婺源县
彩虹路上清理垃圾。突然，看见
一个黑色的钱包躺在路中间，俞
根旺将钱包捡起来，就赶紧往附
近的环卫所跑，将钱包交到工作
人员手中，让其帮助寻找失主。

工作人员打开钱包，看到里面有
900多元钱和身份证、银行卡等证
件。通过身份证，工作人员与失主所
在的婺源县段莘乡政府取得联系，终
于得知失主曹先生的手机号码。原
来，当天失主曹先生喝醉了，可能是
上车时钱包从裤袋里掉落在地。

面对单位领导与员工的赞
扬，俞根旺却淡淡地说，捡到别人
的东西就应该主动归还，不是自

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婺源县环
卫所办公室负责人说，老俞此前
也两次捡到钱包，均主动上交，最
终完璧归赵。

谈起前两次捡钱包的事，俞
根旺记忆犹新。2013年11月的一
天，俞根旺在清扫路面时发现一
个钱包捡了起来，发现里面有
9000 多元钱，差不多是自己一年
的工资。此时失主怀着最后一线
希望找到环卫所，竟喜出望外地
寻回了自己的钱包。2014 年 10
月，俞根旺又在路边捡到一件衣
服，衣服内还有600元现金和一部
手机。他第一时间向环卫所干部
报告，最终通过手机确定了失主
的身份。

俞根旺来自农村，与妻子当环
卫工已10余年，家庭收入低，平时
省吃俭用。提及拾金不昧的往事，
他说：“花自己用劳动挣来的血汗
钱问心无愧，但人家的钱坚决不能
要，否则心里不踏实！”

本报乐平讯 （记者徐黎明 通
讯员周建红）连日来，乐平市涌山镇
沿沟村女孩杨佳莉捡到 2.2 万元现
金后，与父母主动寻找失主并交还
给失主的行为，在当地传为佳话。

今年 20 岁的杨佳莉就读于东
华理工大学抚州分校。2 月 16 日
下午，她搭乘班车返回家中。当车
到达涌山镇涌山村时，车上只剩下
她一个人了。此时，杨佳莉看见旁
边的座位上有一个乘客落下的白
色手提包，她拿过来翻开一看，只
见里面有两捆百元大钞和一个钱
包。第一次捡到这么多钱的杨佳
莉不知如何处置，立即打电话给妈
妈。妈妈在电话里说：一定要找到
失主。

杨佳莉从白色手提包内的钱包

夹层内找到了失主的身份证和三张
银行卡，获悉失主是涌山镇枫林村
的钟某。当天晚上，杨佳莉的爸爸
打电话通过熟人打听失主，但未
果。第二天，杨佳莉和父亲带着手
提包来到枫林村，在村干部的帮助
下找到了失主。

失主钟某告诉记者，当天下
午 4 时许，她搭车回涌山老家过
年，由于自己怀有身孕，便将白色
的手提包放在后排的位置上，在
涌山下车时以为丈夫将所有行李
都拿下了车，直到吃过晚饭，丈夫
问其白色的手提包时，才知道手
提包遗落在车上。正心急如焚
时，没想到一亲戚打电话告诉她，
捡到包的女孩亲自到村里来找她
了。

拾获两万元 女大学生苦寻失主

南昌外国语高新学校义务教育收费遭质疑

本属“地段生”为何还收“差价费”？
高新区未足额购买学位 千余学生每人每年需交800至1200元“补差价”
为什么不全额拨款购买？高新区社会发展局相关负责人：没有为什么！

3次捡钱包 贫困环卫工不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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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敲定今年34场重点展会
本报南昌讯（记者郑荣林）3月10日，记

者从南昌市会展办获悉，今年南昌会展业的
“大盘子”已敲定，“国字头”展会和自主品牌
展会多达 34 场。值得一提的是，“活力澳门
推广周”活动今年9月将首次登陆南昌，市民
可以现场买正宗澳门手信、看葡风舞表演。

据统计，南昌去年大大小小的展会有
192场，1万余家企业来昌参展，交易额达177
亿。南昌今年要申办引进全国五金展、全国
汽车配件交易会、中国植保信息交流暨农药
械交易会、中国饲料工业展览会暨畜牧业科
技成果推介会、中国国际施工工程装备博览
会、全国智能家电展等大型流动展会。其中，
第十七届中国高速公路信息化研讨会暨技术
产品展示会、2015全国学校后勤装备博览会
等展会已敲定，第八届绿博会将于今年11月
继续在南昌举办。

15辆“红眼客车”被查处
本报讯 （记者蔡颖辉）国家明确规定大

型客车凌晨2时至5时停运，但在春运中总有
些客运车辆铤而走险，趁深夜在高速路上疾
驰。近期，我省高速交警为此开展了一次“红
眼客车”专项整治行动。

据介绍，从 3 月 5 日至 11 日 22 时至次日
6 时，江西高速交警一支队四大队在南昌南
收费站，集中开展夜间道路通行安全检查统
一行动。行动中共查处了 15 辆违反凌晨禁
行规定的客运车辆，除一辆为我省宜春汽运
公司的客车外，其他均为外省客运车辆。

交警部门提醒，夜间视线不好加上身体
处于疲乏状态，很容易疲劳驾驶，为了自身安
全，乘客应拒绝乘坐“红眼客车”。

南昌将建10家“爱心妈咪小屋”
本报南昌讯（记者杜金存）3月11日，记

者从南昌市相关部门获悉，南昌市将建10家
“爱心妈咪小屋”，供孕期女员工休息、职场妈
妈哺乳。

据介绍，南昌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将
在江铃汽车集团公司试点开展“爱心妈咪小
屋”建设工作。“爱心妈咪小屋”是一个私密、
卫生、舒适、安全的休息场所，一般只需要几
平方米空间，再配置简单必备的物品，建设门
槛不高，既可建于企业、事业、机关单位内，也
可建于经济园区、商务楼宇、公共场所中，为
女职工安然度过女性哺乳等特殊生理阶段提
供人性化的温馨服务。

2000多女性享节日“健康福利”
本报南昌讯（记者许卓 通讯员揭志强）

“这是我过得最健康的一个‘三八’妇女节。”3
月8日上午，在省妇幼保健院门诊大厅，刚刚
做完多项妇科检查的南昌人章女士高兴地
说。当天，“为了姐妹们的健康与幸福”大型
公益义诊活动在这里举行，医院为2000余名
患者免费义诊，并一律免门诊挂号费

据了解，下岗职工、低保对象及农村女性
当天还可凭证件减免检查费。到活动结束，
医院总计减免费用达15万余元。当天，该院
还与中国癌症基金会合作，为一千余名城市
下岗女工、农村妇女免费提供了乳腺和子宫
颈检查。

今明转晴
周六大雨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雨水
停歇时，气温日益升。周四起，南昌将
迎来明媚的阳光，但周六起，雨水又来
捣乱，其中周六晚上有大雨造访。

周三，洪城保持阴雨天气的延
续，因偏北风收敛了许多，寒意并不
明显。不过，好天气还在后头呢。预
计周四，久违的太阳要上岗，气温回
升很快，周五最高可达 21℃。然而，
天气即将要应验“三月的天，孩儿的
脸”，周六开始雨水复返。

12 日，南昌阴转晴，气温 5℃～
17℃；13 日晴，气温 6℃～21℃；14 日
白天阴有小雨，晚上转大雨，气温
11℃～20℃。

小店自助埋单 三年分文不少
本报九江讯（记者何深宝）近日，记者来

到九江小学对面的海鲜馄饨店，看见许多家
长带着孩子在这里吃早餐，他们都是自己动
手端小吃，他们吃完后自己算好钱埋单。

“每天 7时至 8时，来我店里吃早餐的顾
客非常多，经常是忙得抬不起头，根本没有时
间收钱，付款全凭市民自觉。”店老板董荣海
对记者说，“大家很诚信，有的家长早晨忘记
带钱，就会在中午或下午送钱过来。我和妻
子都是农村人，来城里开小吃店也不容易，但
九江人的诚信令我感动，3 年多来没有少过
一分钱。”

董荣海说，即使有家长带着孩子早晨在
他店里吃后没有给钱，中午或下午来接孩子
的时候，也会主动把吃早餐的钱付给他。从
此，他每天早晨就把馄饨和面煮好，装在大碗
和小碗里，顾客根据自己的需求付钱。

创业者在咖啡馆内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