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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岁小伙成“大数据时代”创业者
在成为大数据公司CEO之前，他还当过高管，
仅用半年就让公司扭亏为盈
2013 年，他 29 岁，创办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
司，成了一位年轻的 CEO。他干过销售，还做过企业高
管、准上市公司董秘，最终在创业的路上越走越远，成为
大数据时代的先行者。
通讯员 廖远琳 扬子晚报记者 蔡蕴琦

半年时间将公司扭亏为盈
2003 年曾途就读于南京财经
大学电子商务专业，彼时电子商
务专业刚在中国高校兴起。曾途
认为“就像蒸汽机的发明带来工
业革命，电商的发展带来生活巨
变，大数据的崛起也正带来商业
改革。”
他的老师韩耀教授评价曾途
是一个有思想有梦想的人。这么
多年过去了，韩耀教授依然记得，
给他推荐的第一本书是卡尔·夏
皮罗《信息规则》，这本书曾途不
知翻阅了多少遍。毕业后的曾途
应聘到财务咨询公司 Tricor 事务
所，后跳槽到成都一家准上市公
司，从基础的财务分析岗位做起，
后 升 到 高 管 ，管 理 100 多 名 员
工。25 岁时，曾途临危受命到通
信电子制造公司下属一家亏损企
业任总经理。经过曾途的管理，
这家 200 人的公司在半年之内扭
亏为盈。
当时曾途和同事一起被派任
到这家公司，其实具体来说应该
是一件生产机械的工厂。当看到
这个工厂的问题时，曾涂感觉到
很陌生但同时又觉得热血沸腾。
曾涂说：
“ 那时候很年轻，不会想
解 决 不 了 怎 么 办 ，只 想 挑 战 自
己。”后来经过一系列的优化产能
的调整，把不值钱的产业链砍掉，
如愿地让这所工厂起死回生。

将兴趣发展成事业：
创办大数据公司
事业的成功，并没有干扰曾
途的判断，他认为互联网金融和
大数据是未来的趋势，毅然决然

注册 3 万元资金开始创业。电子
商务专业出身的曾途选择了自己
的兴趣——大数据和金融，他的
梦想就是把数联铭品做成一家
“最牛的大数据公司”。
与大多数公司相比，数联铭
品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专注于
金融行业，围绕金融市场来开发
产品、扩展客户。曾途解释说，精
通胜于博大，
“ 我们的生存之道就
是 做 减 法 ，把 金 融 这 个 行 业 做
好。金融行业是一个持续增长的
行 业 ，我 们 愿 意 在 这 个 行 业 生
根。同时，金融行业也是高质量
客户，愿意为购买高质量的服务
来付费，形成了商业模式的闭环，
大数据又为解决金融行业的问题
提供了不一样的维度。”
曾途带领团队，和财新智库
共同发布的产品——万事达卡财
新 BBD 中国新经济指数备受关
注。新经济指数度量中国经济转
型中新经济相对于传统经济或旧
经济的活跃程度，
覆盖了节能与环
保业、新能源产业等 9 个类别，共
111 个行业。数联铭品这一指数
产品一经发布，
受到了国家层面极
高的关注。新华社、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曾多次引用新经济指
数作为宏观新闻的论据；
国务院官
方网站
“中国政府网”
权威发布《我
们为什么需要新经济指数》。
数联铭品战略布局大数据金
融风控，与重庆银行、贵阳银行等
多家银行的合作，更是为破解“轻
资产，
融资难”
的小金融行业痛点，
探索出了一条创新路径。2016 年
底，
数联铭品与国家发改委签署合
作备忘录，这是曾途率领团队首次
与“国家队”合作，他们将用大数
据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

■人物档案

省五环彩票博物馆
举办专题展览

人物档案：曾途、
男，33 岁，现在是成都
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
司 CEO。
毕 业 中 学 ：重 庆
市育才中学
毕 业 高 校 ：南 京
财经大学

说说我的成长 突破自己是成功的秘诀
这句话是曾途很喜欢的一句话，意思是：只要你想创造
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可以。在曾途看来，从大学毕业
到走上工作岗位再到创立创立公司，这一路下来自己坚信的
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不断地创造新东西，不断地突破自
己，
这也是他成功的秘诀。
当遇到困难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解决问题。一个问题接
着一个问题的解决才有了今天的曾涂。

学校这样说 牢固树立
“大财经”的理念
建校 60 年来，南京财经大学坚持“崇尚学术，育人为本”
的办学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以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为突破口，以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重要手段，牢
固树立“大财经”的理念，大力实施“质量提升、特色发展、人
才集聚、深度开放”战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涌现出
了一大批像曾途一样的优秀学子。
今后学校将在人才培养，软硬件建设、资助育人、校友联
动等方面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力争使我校学子在校期间学
有所思、学有所获、学有所用、学有所长，进而成功自己，回报
社会，
点亮人生。

句容天王山民“赶山”捉蜈蚣发药财

在体彩大乐透上市十周年
之际，江苏省五环彩票博物馆
举办了专题展览。展览于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向公众
免费开放，持续至 6 月底，地点
位于南京市虎踞路 69 号五环
彩票博物馆三楼，同时还有即
开型体育彩票专题展览同步展
出，欢迎市民、彩民参观。
大乐透上市十周年专题展
览共 6 个部分：一、试运行期；
二、正式发行；三、亿元派送；
四、亿元大奖；五、回报彩民；
六、遇见，
就有可能。眼下大乐
透 5 亿大派奖正在火热进行
中，3 元最高可中 2400 万元，3
元追加投注中得四/五/六等奖
的单注奖金分别为 400 元、20
元、10 元，比 2 元基本投注获
得的奖金翻倍。上市十年来，
大乐透不断地突破纪录，不停
地带给彩民们惊讶、惊叹和惊
喜。十年至今，体彩大乐透开
出了亿元以上巨奖 11 个；开奖
一次井喷头奖数十上百，遍布
全国 20 多个省市区。十年来，
大乐透筹集公益金 500 多亿，
体彩大乐透冠名的赛事，从全
民参与的马拉松，到青少年阳
光体育、中老年广场舞，
覆盖了
各个年龄段。江苏省五环彩票
博物馆推出的大乐透上市十周
年专题展览，以实物和资料印
证了这段辉煌历史。
本次展览展品主要来自资
深彩票收藏家韦国全先生。
60 张贴片、129 枚藏品，全方位
展现了大乐透十年来波澜壮阔
的发展历程，也表达了每个钟
爱大乐透彩民的光荣与梦想。

“赶山”
时间一般在每年五月，
村民们将出洞蜈蚣
“一网打尽”
卖给药材收购老板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梁光成
根据天气情况，
”
当地深山里的山民
记者 万凌云）居住在海边的人们，
林兵说，
如遇到闷热的天，
雨后晚上
根据潮涨潮落的规律，赶在潮落的
山野处飞蚁多得撞人脸时，平时要
时机，到海岸的滩涂和礁石上打捞
到石头缝寻找的蜈蚣，随着气候的
或采集海产品，称为“赶海”。而居
变化，
就会全部倾巢出动，
到处寻食
住在句容天王镇九龙山脚下的山
飞蚁，
且出现山间的道路上明处，
这
民，近年来形成了“赶山”的习惯，
个时候人们就很容易捕捉。
他们通过 QQ、微信联系，赶到山
林兵告诉记者，一到这个时间
间的路口、溪边、山坡等处，逮捉游
点，他们就经常到山里观察，但大
走在这些地方的成千上万只蜈蚣，
量蜈蚣出现的日子，
一年一般仅有
然后集中卖给中药材收购老板。 一次。这一天，山民们从晚上的 6
17 日，记者从句容天王镇政府了
点开始，要一直捕捉到深夜 12 点
解到，山民们将这一“赶山”的日
后，几乎将所有出洞的蜈蚣“一网
子，
戏谑地叫做
“发财日”
。
打尽”。
“ 今年 5 月 11 日，我跟妻子
“今年 5 月 11 日‘赶山’，光天
两人一共捕捉到 2.5 公斤蜈蚣，我
王镇戴庄村一个收购点，就收到鲜
们一起挣了 1500 元！
”
蜈蚣近 400 公斤，每公斤的价格则
林兵还告诉记者，
“ 像这样的
高达 500 元！”17 日，句容天王镇 ‘赶山’日，有成千上万的蜈蚣出
一收购点老板告诉记者。
“‘赶山’ 现，我们已发现有 10 多年了。凭
日是个不确定的日子，时间一般分
经验，我们觉得蜈蚣可能是出来觅
布在每年的五一节后至立夏前的
食或交配，但科学的道理我们说不
这段日子里，具体时间不确定，要
好……”采访中，山民们还表示，山

律师声明

山民们捕捉的蜈蚣。
中蜈蚣太多，他们在天王一处一时
的逮捉，并不会破坏相关生态链，
“今年捉了，明年还有，而且丝毫不
见减少，这就是力证。”山民们用自
制的竹钳和塑料桶作为捕捉工具，
一手拎桶一手拿钳，有时一手钳这
只，还要用脚踩到那只，忙得不亦
乐乎。

尊敬的广大客户：
建华建材（江苏）有限公司
（简称建华建材公司）系专业生
产销售混凝土制品的建材供应
商，在建材行业中拥有良好的商
誉和较大的市场占有份额。
近期市场上出现一家从事
建材类国际贸易业务的公司，名
叫“江苏建华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经核查，该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设立，系自然人出资设立
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
包括建材业务。
江苏汇瑞律师事务所华杨
斌律师接受建华建材公司的委
托，在此郑重澄清：江苏建华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建华建材公

司及关联企业均没有任何隶属
关系和关联性。敬请广大客户
及合作伙伴在与建华建材公司
或关联公司开展业务活动时，注
意识别上述情况，避免发生合作
对象的混淆！
同时，本律师依建华建材公
司之授权，在此严正声明：如发
现任何市场主体假冒建华建材
公司或关联公司名义从事生产
经营活动的侵权行为，本律师都
将依法严厉追究侵权者的法律
责任！
特此声明。
江苏汇瑞律师事务所
华杨斌 律师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