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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扬的创业方案《奶奶的便
当》，是她今年上半年，参加全球
青少年创新创业大赛中国赛区时
的项目，当时她在医院化疗，并在
病床上完成这个项目撰写。这个
温暖的创业项目获得冠军的同

时，杨扬的乐观坚强也感动了无
数人。

记者从她发回的一段视频
中看到，杨扬用手机给麻省理
工学院的教授展示了自己的作
品，获得对方称赞，表示这个想

法关注了社会问题。“其中，有
位女教授还问我有没有真正去
实施，我说有，她又竖起了大拇
指。”

杨扬透露，目前这个创业项
目已在重庆开展了落地实施。

《奶奶的便当》已在重庆实施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谈书

国际团队合作创业项目
这 是 一 款 线 上 职 业 规 划 平

台，准备接入世界500 强企业

这次国际集训为期10天，美
国时间8月9日下午3点，小创客
们在决赛现场开始分享自己的作
品。来自中国、美国、日本三个国
家的 33个青少年，被打散分成 7
个国际团队。

11日，杨扬从美国发回视频告
诉记者，决赛中，她所在的团队共有
5名成员，2名中国人，3个来自日
本。团队带来的创业项目名字叫

“U-NECT”，这是一款线上职业规
划平台。之所以做这个项目，是因
为团队认为如何选择专业，找到适
合自己的工作，不仅是现在青少年
的困扰，以后也会长期存在。

参赛视频显示，小创客们的创
业项目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让软
件科技感十足。组员们走上台后，
杨扬用流利英语讲解设计的创业
项目，她的积极自信毫不逊色其他
国家的学生。按照小创客们的设
想，这个软件后期准备接入世界
500强企业，也就是说，世界500强
可以直接通过“U-NECT”招聘员
工。换而言之，优秀者可以通过这
个软件找到工作。

5名重庆小创客进入决赛
创意创业项目多融合人工智

能技术，两个团队均获评委奖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去麻省理
工学院参加全球青少年创新创业大
赛决赛的，共有5名重庆小创客，创
业项目中多含有人工智能技术。

“比赛不是目的，在过程中的
自我提升才是最重要的。”本次大
赛中国赛区主办方龙角星国际负
责人海伦是此次带队去美国的负
责人，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决赛不分名次，只设立团队奖
项，中国代表队都是前不久在重庆
举办的中国赛区决赛中脱颖而出
的青少年。除了杨扬，来自鲁能巴
蜀中学初二学生杜禹豆的团队也
获得分量较重的评委欣赏奖。

她说，杜禹豆这组小创客们
的创意也非常好，设计了一款时
尚“腕表”，内置软件可以帮助学
生解决压力，除了外观时尚，还融
合了人工智能技术。

海伦分析，杨扬和杜禹豆所在
团队之所以脱颖而出，除了作品创
新结合高科技元素，同时市场需求
潜力大。另一个原因在于，国际团
队协作度融洽，团队合作很好。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全球创业部门官方授权
代表Taktopia 公司主办，分为中
国、美国和日本三个赛区。在集训
期间，来自各个领域的海外创业导
师进行了授课，如乐高教育Dr.E
教授 Ethan Danahy、哈佛大学
医学教授Choukri、美国麻省理工
青年创业代表AJ Perez等。

重庆17岁的励志女孩杨扬，
曾在病床上做出创业方案《奶奶的
便当》，并凭借该项目在第二届全
球青少年创新创业大赛中国赛区
决赛中获得第一名（本报6月12
日曾做报道）。本月初，杨扬飞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集训并参
加决赛，她和其他国家的优秀小选
手组成国际队，凭借设计的职业学
习规划软件“U-NECT”，获得团
体项目的最高评委欣赏奖。

此次杨扬在团队中所负责的
是市场和项目前景调查。最令她
开心的是，除了只有她和杜禹豆
所在团队获得评委欣赏奖外，导
师还送给她一支带有麻省理工学
院logo的原木签字笔。

那么，在美国著名高校参加
创业大赛和集训，杨扬学到了什
么呢？她通过本报给致力于创业
的青少年们分享了这些干货。

用演讲来展示推销自己

“两个导师在选团队领袖时，
一致认为我是管理者。”她说，获
得这个奖除了团队所做的项目
好，自己的 elevator pitch（演
讲游说）也有加分因素。这次在

麻省理工学院集训，也请来了很
多精英来进行演讲训练，在这些
精彩的演讲中，她感受到了精英
们对世界的认知，自己学到很多。

她认为，演讲能力是每个人
都需要的，尽量去向大家展示自
己，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演讲。“你
不说，人们是不会知道你的。”

团队合作好过单打独斗

如何与团队合作，是杨扬认
为这次学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即使你有很好的想法，但若没有
一个团队，你什么也做不了。”她
称，不管一个人的想法多么新颖，
没有一个团队为之共同努力，就
算一个人再厉害，也不如一个团

队共同努力将项目做得更好。
杨扬同时强调，一个团队里

有分歧很正常，这需要共同探索，
慢慢解决。

创新创业要结合高科技

杨扬表示，之前自己参加过
很多有关商业的活动，比如商赛，
金融实习等，做过一些商业计划
书，对商业有浅表的认识，也培养
了自己的思维方式。

在这次麻省理工学院的创业
集训中，她体会最深的是科技的
迅速发展，让她真正理解到科技
改变世界。因此，创新创业一定
要结合高科技元素，跟上时代的
步伐。

参加全球青少年创新创业大赛的青少年们合影 本组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在麻省理工学到些啥？她是这样说的

杨扬（左一）和麻省理工学院的
教授合影

杨扬获得评委欣赏奖（中间拿
奖状者为杨扬）

彭水乌江画廊举行
首届夏日文化旅游节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许安全重庆中学生全球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快来看看小创客分享的干货

租房办幼儿园未约定户外场所 损失该由谁承担？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重庆商报讯 承租方租下房屋
并装修，在配备座椅教学等设备后，
因出租方无法提供“室外活动场
地”，导致幼儿园无法开办，责任该
由谁承担呢？近日，渝北区人民法
院审结一起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判
定双方对此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

租小区物业办幼儿园
未约定室外活动场地

2011 年 5 月，某幼儿教育机
构与一家投资实业公司签订了
《幼儿园场地租赁合同书》，约定

将渝北某小区内一配套物业出租
用于开办幼儿园。合同载明，该
物业建筑面积为 571 平方米，租
赁期限为20年，即从2011年5月
15 日起至 2031 年 5 月 14 日止。
该投资实业公司口头承诺，紧挨
该套物业的后面是一块地，可用
来作为幼儿园“室外活动场地”。

合同签订后，该投资实业公
司按约将物业交付，然而，该“室
外活动场地”此时已种上植被，成
为一块绿化地。

幼教机构接房后，便对房屋
进行装修，并购买了办园所需设
备，安装了视频监控及背景音乐
广播系统，购置了空调、厨房设

备、玩具、座椅等。

室外活动场无法交付
不再付租金被诉法庭

根据相关规定，幼儿园应有与
其规模相适应的户外活动场地，面
积人均不低于1.2平方米。所以，
开办幼儿园必须配备室外活动场
地，否则无法取得办学许可。

为此，幼教机构要求对方交付
“室外活动场地”。为了交付场
地，投资实业公司于2013年期间，
欲将这块绿化场地变更为幼儿园
的室外活动场地，但遭小区业主阻
止。后来，投资实业公司又在绿化

地施工，业主遂向园林部门投诉，
投资实业公司被罚3万元，“室外
活动场地”建设也只好作罢。

因为无法交付室外活动场
地，幼教机构无法开办幼儿园，自
2013 年 12 月 3 日之后便未再支
付租金。为此，投资实业公司将
其告上法庭。

双方均未尽到租赁义务
应各自承担一半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投资实业公
司明知幼教机构租赁房屋是用以
开办幼儿园，虽然租赁合同中没
有关于交付室外活动场地的约

定，但有义务保证所交付的租赁
物符合开办条件。因其无法提供
室外活动场地，导致幼儿园无法
开办，在法律上应视为未能提供
符合约定用途的租赁物。

另一方面，幼教机构也知道
开办幼儿园必须有相适应的户外
场地，在签订合同时，案涉场地已
经成为绿化场地的情况下，其未
尽到审慎义务，未审查对方是否
具有该场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
权，也未将场地租赁事宜约进合
同中，对户外活动场地无法使用
的结果也负有责任。

为此，法院最后判定双方应
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

广告

力帆今晚客场迎战上港 球员是否调整成最大看点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特派记者 鲁蜜 发自上海

重庆商报讯 今天晚上 7点
35分，当代力帆将在上海八万人
球场迎来上海上港的挑战。由于
是带着30分手握保级主动权，主
帅张外龙没有给球队太大压力，当
代力帆可谓是轻装上阵，但球员是
否大面积调整将成为最大看点。

力帆带着30分轻装备战

本周三，当代力帆在主场拿
下山东鲁能，延续了在奥体中心
对该对手的不败纪录。相比之
下，上海上港急需三分来稳住和
恒大之间差距，因此在本场比赛
中不容有失。

此前，当代力帆经历了一个
两连败的小低谷。从贵阳败走回
来后，球队一天都没有休息，就投
入到备战山东鲁能的技战术训练
之中。“周三比赛完了以后，我们就
休息了一天，然后在周五上午进行

了健身房里的力量训练，然后就出
发去上海了。”一名球员告诉记者，
相比对待鲁能赛前那般紧张，本场
比赛之前，带着30分率先闯入保
级大关，已经手握主动权的当代力
帆可谓是轻装上阵。

昨天的赛前训练中，球队整
体也显得比较轻松，助理教练刘
劲彪和李虎恩还利用球队热身的
时候玩起了射门游戏。

上港隔空喊话希望轮换

昨天中午，上海上港方面率
先召开赛前新闻发布会，并取消
了球队的场地适应训练。主帅博
阿斯直接隔空问张外龙：“明天是
一场困难的比赛，过去几轮重庆
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明天的比
赛，我们也希望重庆能有多一点
轮换。”

博阿斯说这番话其实可以理
解，目的是想花最小的代价赢下
当代力帆，毕竟在下周还有跟广
州恒大直接碰头的足协杯。在连

续三次错过联赛登顶机会之后，
上海上港反而与广州恒大的积分
逐渐拉大，也需要考虑自身在亚
冠还有足协杯中的前程。

众所周知，上半赛程，当代力
帆在客场与广州恒大的比赛中进
行了较大的轮换，这也是本赛季
球队唯一一次对阵型做出的调
整。但也就是那一次调整，张外
龙探索出了一套最适合球队大打
防反的战术，随后便掀起了一波
4连胜的狂潮。

力帆球员轮换还是个谜

面对博阿斯的言论，张外龙
回应道：“首先我很期待明天的比
赛，不过我们会不会换球员这是
对方无法预知的。球队里边还有
个别球员身体还没恢复，得到比
赛之前我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后
才能决定。”

上海上港在本轮比赛中，中
场大将奥斯卡即将解禁复出，这
样一来对力帆的中后场会构成更

大的威胁。对此，张外龙告诉记
者，一个球队不是说换了一两个
人就会有很大变化，我们也在充
分分析对手的优点和弱点。

对于球队 4 天经历两场比
赛，外界非常关注球队的体能问
题，张外龙坦言，4天经历两场比
赛，本来队员年龄相对较大，昨天
飞机又延误了三个小时，对球员

来说不是很有利。但面对强大的
对手，队员们的心态是很好的。

不过，张外龙对今晚的比赛势
必会做出一些调整。队长吴庆因
为累计 4张黄牌停赛，徐洋有可
能顶替出场。而上一轮伤愈复出
的彭欣力，在与鲁能的比赛中表
现出色，但最后自己提前要求下
场，能否在今晚出场还并不确定。

主帅张外龙在指导训练

重庆商报讯 昨日中午，秀山县梅
江镇，兴隆傲村爽赢食品有限公司的加
工厂内。一名50多岁的男子在操作时，
一不小心滑进正在运行的面粉搅拌机
内，右腿被卷进滚动轴。

事发后，经消防等部门齐力救援，受
困工人成功脱离险境，目前正在医院接
受进一步治疗。由于救援及时，他除了
小腿被挤断以外，并无生命危险。

重庆商报讯 一座桥，连通乌江两
岸；一个文化旅游节，促进两地交流。近
日，由彭水自治县善感乡与贵州省沿河
县洪渡镇共同主办的 2017 首届乌江画
廊冰爽夏日文化旅游节在彭水举行。

现场，来自市内外的 14支游泳队，
共218名游泳爱好者在乌江周家寨水域
赛场进行了游泳比赛的角逐。随后，还
举办了吃西瓜比赛、套西瓜比赛，吸引了
不少市民和游客的参与。

重庆商报讯 11日，沙坪坝区大学
城某专科学校的女生宿舍内，多名女生
报警，称一个陌生男子闯入宿舍楼。陈
家桥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并抓住
这个陌生男子。

经调查，该男子 25 岁，在大学城做
餐饮生意，近期购置了一套百万余元的
房子。由于一直单身，趁管理员上厕所
不在时，偷偷进入女生宿舍楼偷窥。

民警对该男子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
评，并对其进行法制教育。由于没有做
出什么过激行为，也没有造成后果，该男
子道歉后，女生们表示不再追究。

重庆商报讯 11 日下午，在省道
207 交通安全检查站，合川交巡警合阳
勤务大队民警示意一辆长安牌小型面包
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但驾车男子驾车
冲卡向石泉山庄方向的支路逃跑。执勤
民警随即驾车追去，最终在一农家院落
内将其截获。

经核查，驾车男子黄某未取得驾驶
资格，属无证驾驶，车辆无合法手续，系
一辆套牌车。据黄某交代，他低价购得
该车辆，平常往返于合川城区和云门运
输蔬菜。

目前，涉案车辆已被扣留，案件还在
进一步调查取证中。

趁管理员不在时
小伙偷偷窜入女生寝室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面包车无证套牌还冲卡
民警追至农家院内截获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工人右腿卷入搅拌机
幸消防及时救出脱险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消防官兵在营救被困工人
通讯员 任燕 摄

非法营运还超员被查的车辆
渝北交巡警供图

重庆商报讯 近日，渝北交巡警龙
塔大队联合渝北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渝
鲁大道开展联合执法，查处到一辆江淮
小型客车不仅超员还涉嫌非法营运。

经查实，该车核载8人，可车厢里坐
了11人，超载3人。驾驶员王某证照齐
全，但没有营运资格证。乘客全部是从
外地打工回四川邻水，每人缴纳了 30~
50元不等的车费。

目前，民警对王某处以记6分、罚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针对其涉嫌非法营
运的行为，该案已移交交通行政执法人
员做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8座客车挤了11人
既超员还非法营运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