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经济”想必大家都不陌
生，随着近年来共享经济浪潮的兴
起，诸如交通、旅游、教育、医疗等行
业都开始在这一领域进行创新性探
索。如今，我们的身边已有共享单
车、共享汽车、共享酒店、共享充电
宝等覆盖多场景的共享产品。

本期创客我们聚焦做共享充电
宝的成都木马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黄心程，他的“魔灯智媒”项
目将“共享充电宝”做成了应用于多
场景的交互型媒介。

多次创业失败
通过共享充电宝
引流交互媒体

黄心程读大学时开宾馆赚到
第一桶金，毕业后做过电商和咨
询平台，后两次创业均以失败告
终。之后他进入百度贴吧事业端
工作了近两年，随后再次创业。

对于这次创业，学传媒专业的
黄心程有了新想法，他准备干回老
本行，进军媒体行业。“现在，无论
是网络媒体还是线下媒体，在投放
广告等方面成本太高，一般企业和
个人的使用花费也高。我的初衷
是打造一家大众投放广告花费更
少、更便宜和更便捷的媒体。而共
享充电宝是切入点，我想通过这个
切入点引流大量货客资源到线上
媒体。”

几经辗转，追随共享经济浪

潮的黄心程终于找到一家“共享
充电宝”的产品供应商。这家供
应商的老总在听到他的想法后，
不仅没有收他的钱，反而对他进
行了投资，于是“魔灯智媒”得以
立项。

到今天，“魔灯智媒”第二代
终端已在成都一些中大型品质生
活消费场所诸如咖啡厅、酒店、饭
店等铺设了超过 40000 台设备，
获得超40项专利，并且这些设备
都实现了互联互通。他们提供的
服务包括智能充电、广告投放、商
业服务和趣味霸屏等功能。

“比如趣味霸屏功能，用户在

我们终端平台上扫码后，可以上
传广告、照片，或者是其他一些
好玩的东西，经过 AI 智能识别
和人工两道审核后，就可以出现
在终端上，甚至可以出现在其他
场所的终端上。价格根据播放
时间的长短而定，低至1元钱。”

黄心程表示，未来他们还将
利用5G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更
快、更安全地实现人与机、人与
人、人与社群的交互。而且个人
或者企业用户也可以通过他们的
数据和终端设备，更加优惠地购
买商品或是利用精准引流达到
赚钱的目的。

不断坚持和忍耐
做服务普通大众
的媒介公司

回忆创业历程，黄心程坦言，做
过几个行业，确实累，而现在最
累。如何解决好内部问题是公司
发展的关键。面对合伙人多、意见
不统一、管理架构不合理等问题，
他每天都被逼着做很多决策，稍有
不慎就要面临失败的风险，要学习
的东西太多了。

“以前没管理过这么大的公司，
从20几人的团队一下扩展到今天
的近一两百人，内部的挑战要大于
市场的挑战。”黄心程说道。

“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坚持、不
断地忍耐”另一位创业成功人士
的忠告一直激励着黄心程，他一
步步地学管理、学运营、学架构。
他明白，只有把自己的商业模式
捋清楚，才有创业成功的可能。
创业之路没有捷径，成功都是被
逼出来的。

面对发展和扩张，黄心程有自
己的规划，在资本市场上他显得很
谨慎。“打铁还需自身硬。我更倾
向于能够自我实现营收，先让自己
的商业模式能够内部循环，然后才
有底气寻求发展和扩张，这也是所
有创业者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对于未来的目标，黄心程说，
“共享经济是什么？就是有人拿出
闲余的资源和资金，做了一些事情，
产生了回报，但不只是公司或创始
人得利。我们要做以服务普通大众
为目标的媒介公司，真正实现共享
经济，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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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4时）
AQI指数 55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广元、雅安、泸州、
巴中、乐山
良：攀枝花、眉山、资阳、德阳、遂宁、内江、
达州、自贡、南充、宜宾、广安、绵阳

8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95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同呼吸
7日空气质量

12-19 C
多云转阴天
偏北风1-2级

12-17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阴天有间断小雨
偏北风1-2级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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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堂县
20名特约监察员受聘上岗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如何推动纪
检监察机关依法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
监督？近日，在金堂县监委第一届特约监察员
聘请会上，公布了20名特约监察员名单。县纪
委监委主要负责人现场为其颁发了聘书。

据悉，该县此次聘请的20名特约监察员是
经过部门推荐、考察遴选程序，由县纪委监委审
议后优选聘请，聘期为2019年10月至2023年
3月。他们中既有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县
党代表，也有各民主党派成员及群众代表、媒体
工作者。受聘期间，特约监察员们将对纪检监
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也将
参与调查研究、监督检查、信访接待、会议培训
等工作，并利用各自所学所长提供咨询意见、反
馈社情民意，协助宣传纪检监察工作的方针、政
策和成效。

“我们的特约监察员经过了层层推荐筛选，
都具有有较强的政策理论水平与业务能力，在
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有一定影响力。他们热心参
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也具有联系群
众、发现问题的天然优势，选聘他们作为特约监
察员，是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接受外部监督的有
效形式，也希望通过他们起到参谋咨询、桥梁纽
带、宣传引导作用，促进我们的干部更加担当作
为，推动我们的工作更加体现民情民意。”金堂
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竭力为特约监
察员履职搭好平台、建好机制、抓好服务保障和
考评管理。

木马人网络科技创始人黄心程：

以共享充电宝为切入点
做多场景交互型媒介

华西都市报讯（李宁 记者 曹笑
实习生 刘柯辰）“动态清单模式，可以
细化到每一个项目，让各级领导每
月、每周、每天、每时，都能看到本身
及分管人员工作完成的进度。”成都
市新都区驻行政审批局纪检监察组
组长王潮介绍，驻行政审批局纪检监
察组积极探索借助信息化，借力强化
动态主体责任清单、夯实单位主体责
任的方式，来破解一个难题：派驻纪
检组人手少，如何对监督单位进行有
效日常监督、长期监督？

据悉，动态主体责任清单，把单

位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科室负责人
等联成一体，形成了“林”到“森”的有
机整体，解决了主体责任清单的关联
和监督的时效性问题。根据相关监
督考核办法设定程序，关联好单位相
关信息库，一键快速提取到有问题的

“病”源进行核查，实现精准监督；针
对主体责任清单存在的问题，通过谈
心谈话、廉情专报等方式，纪检监察
组协助单位党组，对主体责任整改、
落实情况进行监督，进一步压实单位
的主体责任；通过对动态主体责任清
单特色亮点项目的层层挖掘，把党风

廉政建设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
到业务工作中，同安排、同部署、同落
实，以达到党风廉政建设和业务工作
效能双提升。

对涉及违反纪律人员的处置，派
驻纪检监察组与单位党组形成合力，
形成从发现问题、查实问题、精准问
责的快速反应机制。

目前，该纪检监察组批评教育1
人，谈话提醒1人，驻在单位约谈首席
代表3人，窗口单位谈话提醒40余
人；单位及派驻窗口单位的人员，纪
律更加严明有序。

“动态主体责任清单，充分利用动
态主体责任清单及风险防控清单及其
台账，从整体上把握‘森林’生态状
况。强化督查、监控、问责，以‘零容忍
’的高压态势铲除歪风邪气的生存空
间，是对驻在单位和综合监督单位进
行有效日常监督、长期监督、精准监督
的有益尝试。”新都区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纪检监察组要充分协助驻
在单位增强在稽核、纪律监督、标准化
流程等方面工作力度，形成单位主体
监督与纪检组监督之再监督的监督合
力，共同打造不能腐的制度笼子。

派驻纪检组人少事多？新都区纪委尝试破解难题

排列3第19297期全国销售18140420
元。开奖号码：525。直选全国中奖 8035
（四川485）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
国中奖 5944（四川 436）注，单注奖金 346
元。23125744.6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297期全国销售11019314
元。开奖号码：52524。一等奖21注，单注
奖金10万元。368668737.14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150 期全国销售
47183468元。开奖号码：13133133033013，
一等奖全国中奖152（四川9）注，二等奖全
国中奖4449（四川196）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50期全国销售
16748768元。开奖号码：13133133033013，
全国中奖13066（四川658）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62期全
国 销 售 117048 元 。 开 奖 号 码 ：
130133000133，全国中奖0注。

足球 4 场进球第 19167 期全国销售
872948元。开奖号码：21330311，全国中奖
5（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6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联
合苏宁物流正式启动“青城计划”绿
色城市群建设，双11期间将联合全
国12家媒体，向全国11个城市新增
20万共享快递盒。据了解，在双11
期间，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沈阳、
武汉、成都、深圳、杭州、郑州、重庆等
11城居民能收到跨界联名的共享快
递盒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联合苏宁物流跨界推出
的联名款共享快递盒，旨在倡导绿色
消费方式，普及绿色包装和回收知
识，营造“绿色快递，人人有为”的良
好社会氛围，打造一场全民行动的绿
色双11，让包裹变“绿”成为全社会共
同努力的新课题。

节约的胶带
可绕地球3.74圈

据苏宁物流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新增的20万只共享快递盒将主要
应用于3C类商品的包装。

从2014年开始，苏宁物流就启
动了绿色物流探索，从包装回收、电
子面单、3D装箱到共享快递盒等方面
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引领着行业在
绿色物流领域的应用和思考。截至
目前，苏宁物流、天天快递全国范围

内电子面单普及率接近100%；胶带
减宽、减量填充物等绿色减量化包
装实现100%覆盖；共享快递盒作为
苏宁物流绿色循环包装的创新标杆
产品，过去一年，投放使用累计超过
1 亿次，节约的胶带可绕地球 3.74
圈。生鲜循环箱也在 45个城市实
现常态化运用，每天节省的泡沫箱
超过5万个。

该负责人表示，此次的“青城计
划”将继续扩张，从单个城市试点向
绿色城市群发展，从包装、回收等单
一维度向全链路绿色发展，从局部应

用向规模化、常态化发展，是苏宁打
造全链路绿色物流解决方案的又一
次升级。

回箱计划
已覆盖全国大部

这次双11，苏宁物流之外的物流
企业也在尝试让包裹更环保。

随着电子面单使用率超过99%、
快递一联单的普及，加上可循环帆布
袋加大循环应用，回箱计划大面积落
地，与箱型算法推荐和原箱发货一

起，正在带来一次更加绿色环保的双
11。

其中，申通提前储备环保袋到各
中心，预计双11期间环保袋循环使
用将超过500万个；中通持续推广绿
色可循环帆布袋，使用率是以往编织
袋的100倍。

“瘦身”面单正完成大面积普
及。此前与快递公司一起，菜鸟在业
内首次推出绿色一联单，让电子面单
再次缩小近一半，带动全行业进一步
降本增效。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绿色一联
单已覆盖全国一半快递，完成巨大的
减量化绿色功效。同时，菜鸟联合圆
通、中通、申通、韵达、百世等快递公
司，共同推出“回箱行动”，已覆盖全
国31个省市自治区。

这次双11期间，全国将有4万
个菜鸟驿站、3.5万个快递公司网点
进行绿色回箱行动，对快递纸箱和包
装物进行回收再利用，消费者捐献纸
箱还有机会获得蚂蚁森林绿色能量，
植树造林。同时，通过手机淘宝参与

“回收纸箱”活动，还可获得相关奖
励。

数智化大协同、全民绿色行动，
中国快递业正通过创新技术和新方
式，让双11每一个快递更加高效、环
保送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雨佳

让快递包裹更环保
电商打造“绿色双11”

黄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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