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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颁奖典礼现场，怀化市

会同县群益魔芋合作社创办人钟

果林、娄底市娄星区蓝丝带产后

恢复中心创始人龙明霞、湖南苏

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意

麒、湖南蓝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罗沙沙等创业者分享了她

们的创业故事和创新理念。

现场观众、湖南商学院会计

学院学生戴洲告诉记者：“感觉

她们都非常厉害，能够坚持自己

的梦想，在一个专业领域里面实

现自己的价值。通过她们的经历

和故事，我相信，只要有了努力的

方向和坚定的信心，不怕困难，就

一定能迎来成功。”

在湖南商学院女性研究中心

主任秦晓红教授看来，创新被湖南

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

女性是推动新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引导好、

服务好蕴含在妇女之中的创业热

情和创业需求是妇联组织职责所

在，也是妇联组织所能所长，“这

样的大赛应经常开展，并广泛争取

社会力量的支持，开展更多的创业

创新实践活动，促进创新产品、技

术和市场有效对接”。

颁奖礼现场，通过《创业之

志》《创 业之力》《创 新之智》

《创新之梦》四个篇章，以舞蹈

剧、音诗画、情景剧等多形式展

示了湖南“创业创新巾帼行动”

的工作成果，彰显了湖湘女性不

让须眉、大胆创新的时代风采，

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凝聚了巾

帼力量。

姜欣表示，在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省妇联将坚定不移

走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之路，共

同为女性创业创新搭建更加广阔

的舞台。同时，她寄语广大妇女

姐妹要“创享新时代、凝聚‘她’

力量”，在三湘大地书写更加精

彩的巾帼篇章。

湖南省妇联妇女发展部负责

人告诉今日女报/凤网记者，大赛

自今年4月正式启动以来，得到了

全 省妇女的热 烈响应和积极参

与。参赛选手中，有部队转业后

自主创业的女退役军人，有放弃

公职回乡传承“非遗”的大学生，

有扎根基层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

巾帼带头人，有永不言弃、与命

运抗争的新型女农民……大赛关

注乡村振兴、巾帼扶贫、互联网、

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

环 保、新兴制造、生活服务、公

益服务等各类女性创新创业中的

“金点子”，共有151个项目参与

角逐。参赛 项目中，有极具商业

价值的高科技创业项目，有带动

贫困妇女增收的农业项目，有传

承“非遗”的女红技艺，还有环

保创意项目。经过初赛、复赛，评

出社会效益组、商业价值组、环

保创新组、创意组4个组别的一、

二、三等奖共16名，优胜奖10名，

以及优秀组织奖6名。

近年来，湖南省妇联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妇 女发 展

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重大决策部署，

协同相关省直部门，坚持以创业

创新促进灵活就业、带动精准脱

贫，扎实推进“创业创新巾帼行

动”，举办“我创业我美丽”女大

学生创业指导报告会、女红文化

艺术节、手工及家政技能大赛等

活动；实施“芙蓉匠心计划”，打

造“指尖湖南”手工＋电商的脱

贫模式，结合“一带一路”，推动

湖湘女红“非遗”产品打通国际

市场；创建全国、省级巾帼脱贫

示范基地236个，建立巾帼扶贫车

间200多个。3年来，全省累计发

放妇女创业担保贷款32.57亿元，

4.5万名妇女获得贷款，逾百万名

妇女通过手工、家政、种养等技

能培训实现就业增收。全省涌现

出各类“最美创业”巾帼典型近

千名，其中一百多名优秀代表获

中国杰出创业女性、全国百强农

产品女经纪人、全国微型创业奖

等荣誉。

为女性创业者颁奖，为巾帼奋斗者喝彩
湖南省首届巾帼创业创新大赛颁奖典礼举行——

创享新时代 力量凝聚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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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中的女性力量

   大赛获奖者合影留念。

是为乡村振兴献上的
巾帼力量

在颁奖典礼上捧起奖杯的

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女性创业

是个艰难的选择，是否要放弃

安稳的职业，抛弃已成习惯的生

活方式？迈出这一步，需要鼓起

太大的勇气，需要承受太多的压

力。但真正走出来之后，便会有

不同的天空，守得云开见月明，

不安的心也坦然了。女性创业，

没有丰功伟业，没有惊天动地，

没有豪言壮语，不是为了证明自

己比男性更强的女性野心，而是

想为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巾

帼力量。 （参赛者 付小娟）

是为妇女同胞带去的
实际关怀

整场比赛参与下来，可以说

每一位女性创业者的创业经历

都是一部辛酸史。我们看到的往

往是人家成功后的光鲜，却少有

人知悉她们的过往。创业不易，

女性创业更不易。曾经的我觉得

自己很不容易，甚至一度想要放

弃。是妇联积极争取社会各方面

的资源，为我们解决了缺技术、

缺资金、缺项目、缺平台等诸多

问题，我才迈过了一个又一个的

坎。感谢妇联帮助我们解决实

际困难，也提升了创业成功率。 

（参赛者 姜慧）

是为美丽湖南发出的
慷慨宣言

同时作为观众和参赛者，我

们眼里看到的是比赛，内心感受

到的则是湖南女性积极创业、勇

于创新的蓬勃朝气，“湘妹子”

的“辣”劲十足、蓄势待发的炫

彩未来。从这个角度讲，湖南省

巾帼创业创新大赛更像是发展

力量的会师、工匠精神的凝聚，

是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

慷慨宣言。同时，女性创业创新

大赛不只是比赛，而且搭建了女

企业家的异业联盟，为今后女企

业们在发展过程中提供了坚强后

盾。（参赛者 张霞）

“获得大赛一等奖，是对我们努力的最大认可！”从湖南省

委副书记乌兰手中接过湖南省首届巾帼创业创新大赛创意组

一等奖奖杯，湖南蓝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罗沙沙非常激

动。9月29日，以“创享新时代·凝聚她力量”为主题的湖南省

首届巾帼创业创新大赛颁奖典礼在长沙举行。今日女报/凤网对

颁奖典礼进行网络直播，吸引了一百多万名网友在线观看。

这次大赛，是对全国妇联“创业创新巾帼行动”的湖南响

应，是为落地落实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总战略而凝聚的

女性力量。湖南省委副书记乌兰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省妇

联党组书记、主席姜欣致辞。省委办公厅、省委网信办、省文明

办、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商务厅、省扶贫办、省总

工会、团省委、省科协等相关部门领导，以及来自14个市州企

业、高校、机关等各行业的600多人参加颁奖典礼。

文：今日女报/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者 唐天喜   

图：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吴小兵

湖南省首届巾帼创业创新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让参赛者备受鼓舞，更在全社会掀起了关于女性创业、巾帼
奋发的热烈讨论。

这是一个美好的“她”时代。有人说，只因女

人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消费主力——买买买，在很

长一段时间都是“女性时代”的闪亮标志。

而当我们的目光聚焦湖南省首届巾帼创业创新

大赛，便会发现女性并不只是代表“消费力量”，而

是在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在本次大赛中，我们

看到了坚守传统、在土地上谋发展的女性，湘莲、

菌菇、中药材、娃娃鱼都是实现自身价值、带领乡

民共同致富的“法宝”；新能源、新材料、新兴制造

与“她智慧”融合，同样精彩纷呈、振奋人心；互联

网、生活服务、公益服务中的“金点子”，将女性的

细腻、温柔、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如今的中国，资源富足、机会丰沛，站在新

时代的风口，创业女性遍布各行各业，在经济发

展的舞台大放异彩，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创造力

量”，用自己的方式调低了“女性是弱势群体”的

传统音量。

女性创业意味着选择面对复杂的商业世界，

与此同时不能在家庭生活中缺席。难，是自然的。

但当她们最终挺过来，达到事业和家庭的平衡

后，她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温度和美好，也是难以

想象的。高盛是全球女性合伙人最多的公司。他

们认为，“工作中的妈妈”是最稳定、最踏实的，也

是公司发展的基础。再看看现在很多女企业家的

“朋友圈”，你会发现那里面既有柔软温情的亲子

时间，也有赶高铁时仍忙着发邮件的工作场景；既

会和朋友约一场期待已久的话剧，也不乏与团队并

肩作战的“鸡血”时刻……她们如此坚韧、忍耐、

包容，而又如此真实、精致、鲜活。

刚柔并济，投身创业的女性在全球范围内已

经蔚然成风。即便是在非洲大陆，女性的创业环

境也在变好。在摩洛哥举办的一场女性创业大

会上，一名来自阿拉伯的丈夫曾如此提问：“我的

妻子也想创业，我想知道，作为一名男性、一个丈

夫，我怎样可以帮助我的妻子去成就她的事业？”

你看，这个世界对女性创业者来说，真是变得

越来越好了；而因为有这些美好的女性创业者，这

个世界也变得越来越暖了。

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潮流，于创业尤甚。在湖

南省首届巾帼创业创新大赛中，参赛项目都有自己

的创新亮点，尤其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跨界创新。

罗沙沙通过跨界创新将原本步履维艰、叫好

不叫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邵阳蓝印花

布送进了法国巴黎的大商场，与香奈儿、古驰等同

场竞争。未来3年内，该公司预计可创造年销售额

过亿元，解决3000名贫困妇女就业。

2016年毕业的女大学生陈雨欣和同伴们接手

一个原本亏损严重的娃娃鱼养殖基地后，跳出养

殖业本身，打造集娃娃鱼餐饮、科普参观、特色

民宿、乡村体验等为一体的生态观光园。跨界创

新效果立竿见影，2017年，观光园收入达1285万

元。

而残疾创业者张霞则通过帮艺术培训机构作

品牌设计和活动策划，在活动中穿插为残疾人拍

卖手工艺品的公益活动，赢得了孩子、家长、培训

机构和当地居民的欢迎。其当前服务的一家艺术

类培训机构因此由3家门店扩建为11家，而残疾人

也因此靠自己的劳动自力更生，更有尊严地生活。

这三位女创业者跨界创新成功的特点，都契

合了新时代的风尚，并且非常接地气。罗沙沙的

“土布”与时尚、陶瓷、烟花等跨界结合，因为“95

后”“00后”正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陈雨欣的养

殖与旅游、民俗跨界结合，因为旅游越来越成为

人们的生活常态；张霞的艺术、设计与公益跨界结

合，因为“随手做公益”正成为人们的新兴生活方

式……

近年来，跨界创新正日益成为很多企业转型

升级的“大招”。泸州老窖出香水、周黑鸭与御泥

坊联名推出辣味唇膏、六神和RIO推出花露水味的

鸡尾酒……这些老字号通过跨界创新，契合“情

怀杀”“回忆杀”的时代审美而走上一条品牌红利

的变现之路。

而企业要在跨界创新中有所作为，就得建立

适当的机制、意识和文化。因为，每一个跨界创新

能够起作用，往往是在综合当下行业环境、时代特

点而做出的正确判断。所以说，与时代接轨的、接

地气的跨界创新才是最好的创新——这是湖南省

首届巾帼创业创新大赛给我们的一个有益启示。

大赛掀起湖南女性“双创”热潮

BA 女性创业者，
让世界更有温度
文/陈泱

与时代接轨，
是最好的跨界创新
文/唐天喜

← 扫 一 扫，看
大赛系列报 道
及评论
→观看 颁奖典
礼直播的人 数
超百万。

获奖
名单

社会效益组（4名）

一等奖 
钟果林 会同县群益魔芋专业
合作社

二等奖 
刘星  城步星青缘苗乡土特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三等奖
龙明霞  娄底市娄星区蓝丝
带产后恢复中心
李建红  湖南孝德天下养老
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业价值组（4名）

一等奖
邓意麒  湖南苏科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二等奖
黄凤兰 宜章县福城生物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三等奖
张临英 岳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陈雨欣 湘西尔卓山谷娃娃鱼生
态民宿

环保创新组（4名）

一等奖
付小娟  茶陵县益弘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

二等奖
丁新香  湖南赵华文药业有限
公司

三等奖
李福珍 
珍源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聂秋莲 松柏农业欢乐园

创意组（4名）

优胜奖（10名）

一等奖
罗沙沙 
湖南蓝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二等奖
张霞  好心琴品牌设计

三等奖
马丽娅   凤凰谷剪纸部落
单秋香 三圆惟度品牌整合有
限公司

优秀组织奖（6名）

长沙市妇联   株洲市妇联  

湘潭市妇联   邵阳市妇联  

郴州市妇联   娄底市妇联

凤眼时评

现场

苗族姑娘刘星的创业经历被编成歌曲在现场演唱。

现场用情景剧再现了女创业者带领村民致富的故事。

1038852

湖南心品茶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临武龙须草编 

好呷猴健康食品
株洲市掌农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平台

湘潭市雨湖区玩泥吧陶艺馆

桃源县明辉文化艺术传播有
限公司

湖南九女振湘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

湖南百胜家政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

益阳市农人公社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长沙滴水恩创美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姜欣

←扫一扫，
看颁奖典礼
现场视频

参赛者说

湖南省委副书记乌兰（左）给大赛一等奖获得者罗沙沙等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