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家精神

独角兽企业“掌门人”谈创业 科技创新砥砺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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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是市场经济中的“关键少数”和特殊人才。 他们是“开拓者”，亦是“创新者”。

在天河科技园，有这样一批年轻的民营企业家代表，他们敢于突破自我、发奋图强，带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在日

复一日的企业经营中擦亮创新底色。 近日，记者专访了园区两位独角兽企业“掌门人”———广州至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曾

文清和火烈鸟网络(广州)股份有限公司CEO马朔，挖掘他们背后的创业故事，且看他们如何通过科技创新砥砺前行。

自 2020 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 对经济产生了较大影

响。 得益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

字经济迎来了好的发展机遇，不少

中小企业开始积极探寻在互联网

及数字领域的新出路。 而蛰伏在

天河科技园的互联网独角兽企业

至真科技，便是一家致力于通过大

数据技术赋能，帮助中小企业走出

去，连接全球资源的创新型企业。

瞄准数字经济风口创业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

经济是大势所趋，蓬勃发展的数字

经济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

式。 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不甘于

只做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等供应链

上最低端的环节， 创建自主品牌，

获取海外用户，成为国内企业的迫

切需求。

85 后曾文清有着多年的互联

网技术经验，也有着年轻人对新事

物的敏锐嗅觉，他很早就发现了数

字经济的风口。“5 年前，我还在一

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做技术负责

人，当时就觉察到中国企业出海的

需求。 作为世界工厂产业链下游

的中小企业，正在迫切希望完成供

应链的升级，建立自己品牌，触达

更多的全球用户。 我觉得这个业

务可以做，并且很有市场。 ”曾文

清敢想敢拼，随即出来创业。

2015 年 1 月， 至真科技在天

河软件园内成立，正式启动互联网

出海流量变现业务。 曾文清说，至

真的初衷就是利用技术创建中国

企业与全球用户的精准连接，让更

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让更多优秀

的中国产品触达全球。 2015 年底，

创办仅一年的至真科技实现营收

3000 万元。

据了解，2016 年，至真科技历

时 5 个月完成了 SSP（媒体服务平

台）的开发，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向

特定的用户发送广告新闻，提升广

告价值。 2017 年，至真完成 A 轮融

资， 为 800+媒体和 2000+广告主

提供服务，成为中国所有主流移动

互联网公司的出海合作伙伴，营收

增长约 30 倍， 公司发展驶向快车

道。

突破技术壁垒迎难而上

截至 2019 年底， 至真科技月活跃

用户超 12 亿， 月用户广告请求次

数突破 3000 亿次， 深度精准展示

突破 500 亿次，覆盖移动终端设备

达 50 亿台。同时，该企业也斩获了

一系列荣誉：“广州未来‘独角兽’

创新企业”、“创新中国百强企业”、

德勤“2019 广州高科技高成长 20

强”第四名……

但是，这些成绩并非一蹴而就

的。 作为互联网的创新企业，在创

业中总是会遇到一些技术壁垒。令

曾文清印象深刻的一次“逆境中重

生” 的经历便发生在 2017 年 12

月。据介绍，当时 Google 在搜索领

域的政策发生变化，导致广告转化

效果突然下降，至少有 20%以上的

至真用户监测不到转化的数据。

“我们立刻成立了攻关小组， 来自

产品、运营、技术多个部门的伙伴

一起拓展思路，紧密协作，最终实

现了技术上的突破。”曾文清回忆，

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12 天后，广

告数据恢复到之前水平。

说起技术上的问题， 曾文清

却显得很兴奋， “我很喜欢用技

术去突破现有的边界， 我相信在

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 大数据、

智能营销、 数字化运营等技术可

以挑战现有的商业藩篱， 重塑商

业体系， 切实帮助到没有话语权

和定价权的中小企业。”

这位年轻的“掌门人” 带领

的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 该企业

目前有员工 110 人， 其中 80%以

上为本科学历， 员工平均年龄 28

岁。 他们有朝气， 有想法， 而至

真也有激发他们积极创新的氛围。

初出茅庐的应届生可以与有着丰

富经验的管理层展开激烈讨论，

进行观点碰撞， 所有的问题通过

集思广益， 都将迎刃而解。

致力成为企业数字化创建者

“可以说， 至真科技从诞生之

初， 就是为推动社会变革而生。

我们相信通过大数据技术， 可以

真正帮助国内的中小微企业， 让

它们在产业链中获取更大的话语

权和产品定价权。 现在来看， 至

真科技做的事情， 在 2015 年是比

较创新的。” 回望过去， 曾文清对

于“创新” 的意义深有感触。

尽管五年来， 至真科技有了

飞速发展， 但依然扎根在天河科

技园

（科韵园区 ）

中一栋不起眼

的办公楼里。 “起初我创业的时

候， 就是在天河科技园建工路 9

号。 我喜欢这里的创业氛围， 园

区内有很多的互联网企业， 也有

很多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整个

园区都涌动着一股创业气氛。 在

公司的发展中， 在科技园管委会

的帮助下， 我们也陆续和同园区

的一些互联网企业进行了合作，

有些成了固定的合作伙伴。”

曾文清说， 园区对于至真而

言， 不仅仅是创业的起点， 更有

一份情谊在里面。 “尤其是这次

疫情期间， 园区及时向我们传达

了政府最新的优惠政策， 并帮助

我们主动联系银行， 申请免息的

租金贷， 帮我们节省现金流的支

出， 平稳度过疫情。”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智

能的到来， 至真再次按下了创新

“加速键”。 据介绍， 目前， 至真

科技在 Ark 方舟?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中台支持下， 开始提供引流、

变现、 留存一站式数字化业务成

长解决方案。 曾文清表示， “我

们希望通过大数据智能营销服务

和一站式数字化运营 SaaS 服务，

做全球领先的企业数字化创建

者。”

至真科技创始人曾文清：数字赋能 帮更多的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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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企业家最重要的精神是敢

于推动行业变革， 并通过自己的力量

为社会贡献价值。 当今社会日新月异，

企业家的视野和格局尤为重要。 在别

人都畏缩不前时，勇于走在时代前列，开启一

道风口。 作为创新企业家，要不断创新，要敢

于冒险，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

———广州至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曾文清

曾文清。

至真科技员工在办公。

至真科技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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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绝地求生》

……近年来， 移动端的普及使得手机游

戏市场走俏， 这些手游逐渐成为年轻人

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 同为年轻一族，

1989 年出生的马朔已然是一位移动互联

网领域的引领者。 2011 年，年仅 22 岁的

他就创办了广州火烈鸟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用自己的青春故事，诠释了新时代青

年企业家开拓创新、 脚踏实地的精神品

质。

22岁校园里创业开公司

“我父亲是程序员， 从小耳濡目染，

我对计算机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

高中起， 马朔就展现出对计算机的天

赋， 自学编程技术。 2008 年， 他凭借奥

林匹克计算机竞赛被保送到中山大学计

算机专业， 从天津来到了广州， 开启了

此后的学习、 创业生涯。

2010 年前后， 由苹果公司 iPhone 引

发的智能手机热蔓延到中国， 但国内做

手机应用的人很少。 马朔说， 他的第一

桶金就是做手机终端外包开发业务， 赚

了两三万元。 那时正读大二的他， 与几

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 组建了“马丁

网络工作室”， 承接 iPhone 的应用外包，

从中发现了商机。

在校期间， 他带领团队相继在“挑

战杯” “创青春” 等多个国家级、 省级

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 他们也在赛事中

不断成长。 2011 年， 马朔作为优秀学生

代表， 拿到了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的门

票。 这趟赴美之旅， 他不仅见到了偶像

乔布斯， 还开阔了视野， 萌生了创业的

念头。 2011 年 12 月， 仍在读大三的马

朔获得天使轮投资， 由此创立了火烈鸟

网络 (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游戏

研发、 游戏平台、 游戏发行等业务。

持续做一件事精益创新

来到位于天河区壬丰大厦的火烈鸟

公司， 只见其公共区域摆放着许多动

漫、 游戏人物的模型， 搭配着室内橙色

主调的装饰， 尽显这家年轻互联网企业

的朝气蓬勃。 马朔说， 公司取名“火烈

鸟”， 看重的正是这种鸟的两个特性，

“一是火烈鸟为群居的鸟类， 二是它与

普通的鸟不一样， 不是想飞就飞， 需要

在陆地上长时间地助跑， 然后腾飞， 这

和我们的企业理念是一致的。”

所以， 马朔认为， 其团队的优势就

是团结， 且擅长持续做一件事， 在一个

领域深挖， 在精益中创新。 “游戏行业

或者说整个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是非常迅

速的， 而且变化快， 产品更新换代快。

而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赶上赚快钱的那一

波， 相反我们很多时候甚至是后来者。

正因为如此， 我们需要将产品或者服务

打磨得足够好， 才能打破先入为主的劣

势。”

2013 年前后， 手机游戏市场方兴未

艾， 在当时“渠道为王” 的时期， 火烈

鸟网络并没有盲目跟风， 而是沉下心

来， 从了解用户需求做起。 马朔带领团

队搭建智能大数据中台， 自主研发多项

核心技术， 通过一站式服务满足用户的

需求， 逐渐沉淀了不少用户。 2015 年，

火烈鸟网络的游戏社区已积累了千万级

用户资源， 商业化拓展顺势而来。

在此期间， 马朔把已有的技术成果

进行总结、 沉淀， 并乐于把这些经验分

享出来。 2013 年， 他和团队出版了一本

国内移动终端游戏开发图书———《Co－

cos2d-x 高级开发教程： 制作自己的<捕

鱼达人>》， 此书随后被很多高校作为教

材使用。

企业“搬家”揽人才重研发

对于创业而言，资金、场地、人才都

是重要的资源。 马朔说，2013 年后，火烈

鸟开始寻求转型， 商业化拓展急需大量

的研发、运营人员，要想在游戏行业有所

深入，也需要更多的行业资源。 于是，马

朔将公司从番禺大学城搬到了地处天河

电子商圈的壬丰大厦。“这里高校多，人

才聚集，游戏产业资源丰富。 ”马朔告诉

记者，当时作为初创型企业，搬到市中心

难免会遇到高额运营成本的问题。

在此期间， 天河区政府及天河科技

园管委会多次组织政策宣讲会， 走进企

业宣传，从租金补贴、著作权补贴到人才

奖励、科技项目配套奖励等，优厚的惠企

政策帮助马朔解了燃眉之急。 来到天河

的火烈鸟网络， 开始大力揽人才搞技术

研发。

据了解， 该企业现有员工约 500 人，

研发人员占比超过 50%， 设有冰山工作

室、西西里工作室、赫炎大数据等研发团

队，拥有专利 20 余项，论文专著 10 余项，

还积极与广东省内知名高校开展产学研

合作，不断地延伸业务链。“我们与华南

理工大学共建了实习基地， 派工程师到

学校开设实训课程，搭建教学云平台；我

们还与中山大学合作攻关大数据核心技

术、共建产学研融合创新基地。 ”马朔介

绍道。

拓展海外市场加大内容研发

如今的火烈鸟网络已是一家集游戏

研发、游戏发行、游戏平台、大数据等业

务一体的移动互联网公司， 并被认定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创新型企业、

广州市“未来独角兽”创新企业。 马朔个

人还在 2016 年获得“广州市天河区杰出

人才”奖，2019 年获评“广东省向上向善

好青年”荣誉称号。

谈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敢于“越级打

怪”的马朔已经做好了规划，“其一，未来

我们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目前中国游

戏产品在全球的发展趋势是比较好的，

尤其在中南亚、日韩等区域，我们希望将

优质中国文化向全球输出。 其二，加强优

质内容的研发。 现在游戏市场已经是存

量市场，并且越来越规范，精品化趋势越

来越明显，我们也会加大力度投入研发，

挖掘更多好的内容向全球输出。 ”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

马朔以技术傍身、脚踏实地，勇攀创新创

业高峰。 除了业务上的发展，这位年轻的

创业者还不忘回馈社会，投身公益。 2018

年，火烈鸟网络非公企业党支部成立，马

朔担任党支部书记。 他多次参与了天河

区组织的对贵州大方县、纳雍县，广东兴

宁等地的对口帮扶，及为当地捐资助学。

今年疫情期间，了解到医院缺少物资，马

朔多方筹措， 向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

院捐赠了两批抗疫物资， 用行动践行了

一个企业家的责任和担当。

火烈鸟网络 CEO马朔：敢于“越级打怪”又能脚踏实地

我觉得企业家精神不仅要有

游戏中‘越级打怪’的勇气和魄力

去解决困难，超越自己，也要有脚

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就像火烈鸟一

样， 需要在陆地上长时间地助跑，

然后腾飞。

———火烈鸟网络

(

广州

)

股份有限公司

CEO

马朔

火烈鸟公司办公环境。

火烈鸟公司党建墙。

火烈鸟公司前台。

马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