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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欧美同学会组织的“千人计
划”专家江苏服务团的 45 名成员，
陆陆续续从各地赶来南京参加活动。
本次专家团队将考察南京、苏州等
地，建言献策，与当地企业交流学
习，并实现项目对接。

26 日清晨，天气有些阴沉，经
过夜晚的一场小雨，空气格外清新。
阴沉的天气挡不住专家们的热情。一
行人乘车赶往徐庄软件园。车上，许
久未见的朋友聊得火热。

“这座办公楼很气派。”
“对，这是苏宁的总部。”
就在专家们说话的工夫，徐庄软

件园到了。第一站专家们首先考察了
先声药业、精准医疗百家汇公司，紧接
着又去了苏宁总部。专家们听取了工
作人员对苏宁目前产业状况的介绍，
随后来到体验区。一位专家在虚拟试
衣镜前试穿夹克服，惊喜地说：“咦，这
台机器非常有意思啊，能让顾客知道
衣服实际穿起来是什么样，然后再决
定买不买。”除了参观与体验，专家们
也在相通的领域达成了合作意向。苏
宁执行副总裁向江旭说：“刚刚跟专家
一聊，在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观念
一拍即合，接下来我们会进一步沟通，
争取达成合作。”

“嘿，刚刚听得怎么样？有没有
合作的可能？”

乘车返回时，专家们意犹未尽，
在车上继续讨论。一位专家听到了自
己感兴趣领域的话题，马上从前排座
位走到最后一排座位，加入讨论。

下午，“千人计划”专家新能源
汽车研讨会召开。南京市领导和汽车
产业代表详细地介绍了南京新能源汽

车发展现状。在自由讨论环节，专
家们从材料、动力等方面建言献
策。低碳清洁能源研究专家刘科提
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新能
源汽车’改称为‘清洁能源汽车’。
从这字面上的改变可以看出，我们
追求的是空气的清洁化，未来将会
更重视电池回收技术的研究。”

研讨会后，专家和企业代表纷
纷交换名片，以便后续进一步的沟
通交流。傍晚，江苏省委副书记、南
京市委书记吴政隆会见了“千人计
划”专家服务团成员，并希望专家
们为江苏的创新发展多建睿智之
言，多提务实之策，同时热烈欢迎
专家们来南京投资兴业。

江苏省领导的鼓励让专家们
信心十足。国家特聘专家、中组
部首批“千人计划”专家李志旭
说：“我认为此次活动非常有针对
性，并且具有实际意义。我是研
究航空航天工程的，江苏的经济
发展和文化进步非常吸引我。目
前，我有一个通用航空项目想在
南京寻求发展，今天感受到南京
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我对于项
目落地更有信心了。”

南京市委组织部人才三处处
长伍洋在座谈会上介绍，“十三
五”期间，南京市对人才的总体
定位关键是对原先的321计划进行
全面的改革升级，实施新一轮的

“创业南京”英才计划，并且提供
创业启动资金、创业场所等帮
助。这将进一步吸引海归人才。
今后，南京将是海归人才创新创
业的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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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经历 交流自然流畅

海归夫妻有共同的留学经历，所以
在创业时，很多想法不需要过多解释，
彼此之间就能理解。另外，夫妻共同创
业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信任危机，将更
多的心思放在发展创业项目上。

刘晓和妻子都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
大学。回国后他和妻子一起承包了800亩
地，当上了农场主。谈到海归夫妻共同
创业的优势时，刘晓表示：“我们有相似
的海外留学经历，所以她比一般人更加
理解我在做什么，也更信任我。除此以
外，夫妻共同创业的好处就是可以天天
在一起，知道彼此在做什么，劲儿能往
一处使。”

陈俊和妻子李佳璇也是一对海归夫
妻。从日本回国后，他和从英国留学回
来的妻子一起创办了青岛智田幼儿园。
陈俊也认为创业中夫妻档最大的优势就
是可以天天待在一起。他表示：“这样工
作效率就会变得很高。因为吃饭、睡
觉、看电视等生活环节中都可以交流工
作，执行时也可以很默契地分工合作。”

除了提高工作效率以外，海归夫妻在思想上的共同性也比较多，经常会有很多新
的想法，并且一拍即合，不用过多地解释。王樱菲于2011年7月自英国留学回国。两
年后，她的丈夫也从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回国。2015 年，夫妻俩共同创办北京“卓

盈”创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主营火锅。王樱菲说：“因为我们俩都在国外留过学，思想比
较开放，愿意接纳新鲜事物和思想。另外，我们都有一种不怕输、不服输的精神，也愿意跳
出固有的思维，从多个角度考虑问题。我们会不断想出新的点子，给所有人惊喜。并且这
些新点子能够被双方理解、接受，不需要解释，也不会产生争执。”

想法叠加 迸发灵感火花

想要在海归潮中脱颖而出，有一个好的合作伙伴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这个伙伴是
自己的另一半，或许会事半功倍。而在创业项目的选择上，两个人的想法叠加或许会
产生更好的效果。

当初在考虑创业项目时，王樱菲想做火锅，而她的丈夫却想做快餐。最终还是她
的丈夫让步，两人决定做火锅。前段时间，王樱菲的火锅店周边又陆续开了几家火锅
店，这使他们的生意受到冲击。此时，王樱菲想到了丈夫当初想要做快餐的想法。“因
为火锅适合晚餐食用，所以若要满足午市的客流，就需要一些快餐类的产品。今年年
初，我们将我和我丈夫最初的想法叠加，午餐增加了米线、盖饭等选择。这样就吸引
了一部分吃快餐的顾客。除此以外，我们即将在门口候客区增加甜品、饮品，并开始
接受外卖订单。”

夫妻的不同想法在叠加以后，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当选择的创业项目不被
周围人所看好时，有一个有共同经历的人的理解与陪伴也是海归夫妻创业的优势所在。

回想起当初决定创业项目的过程时，陈俊表示，夫妻两人并没有因此产生分歧，
妻子给予他充分的理解和鼓励，是他的贤内助。他说：“我在日本攻读的是教育学专
业，我的理想就是回国后把自己的所学应用到实践中，开一所能够践行自己教育理念
的幼儿园。我向妻子描述了自己的理想后，同样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她十分支持。而
且她决定应用自己的所长，将我们做的事情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更好、更全面地认
识我们创办的幼儿园，了解我的教育理念和理想。”

互相助力 感动之事常有

有爱情和惊喜的创业，往往也会使很多难熬的瞬间变得甜蜜。谈起另一半做过的
令自己感动的事时，每个人都有难忘的回忆。

刘晓羞涩地说：“创业初期比较艰苦。那时候我看上一件特别喜欢的冲锋衣，但是
自己舍不得买。刚好那时候妻子回娘家，她的父母给了她一笔钱，她就直接给我买了
那件衣服。我觉得特别感动。”

“我们公司的名字‘卓盈’就是最让我感动的事情啊。”王樱菲说，“我丈夫各取我
们俩名字中的一个字的谐音组成了公司的名称，这让我感动了好久。”

王樱菲最后补充说：“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会朝着一个方向一起努力。一切
困难终究会被克服。当我们迟暮之年，回想起年轻时，我们二人曾携手奋斗的样子，
那是多么美好的回忆。考虑到夫妻共同创业的这些优势，在海归回国大潮中，夫妻共
同创业，不失为应对竞争的一个好方法。”

海归创业
夫妻店会越来越多吗？

吕程程

回国的海归越来越多，创业难度也
随之增大。在创业过程中，有个经历相
同的人陪伴，往往觉得更有力量。

“千人计划”专家团
到南京对接项目

王金铭 文/图

4月 26日凌晨 1时 21分，“叮”的一声，有新的
微信消息传来。在“千人计划”专家江苏服务团的
微信群里，一位海归说：“飞机晚点了，我刚到。”

4月 26日凌晨 1时 21分，“叮”的一声，有新的
微信消息传来。在“千人计划”专家江苏服务团的
微信群里，一位海归说：“飞机晚点了，我刚到。”

海归助力孵化器建成

汇欣苑科技孵化器的董事长王悦凭借自
身海归的身份，吸引许多海归参与到孵化器
的建设中。王悦一直在践行自己的理念，那
就是继承老一辈海归留学报国的传统，用符
合时代需要的方式去报国。王悦通过欧美同
学会吸引了更多的海归志愿者加入。中欧大

学毕业的吴琪说：“因为王悦一直坚持做公
益，我很是感动。听到她要做孵化器，我认
为这很有社会意义，就加入了志愿者行列。”
除吴琪以外，其他志愿者也纷纷表示，可以
给孵化器提供合适的企业项目和一批待就业
的大学生。

汇欣苑科技孵化器不仅培训国内大学生
就业创业，同时也为海归回国创业提供支
持。王悦努力营造孵化器内“创业者之家”
的文化氛围，让海归能够和国内大学生一起
抱团创业，并且互相鼓励、合作交流。孵化
器帮助企业培训和储备人才，既可以提供拥
有高端技术的海归人才，也可以提供经过培
训的大学生资源。孵化器不仅能够推进大学
生的就业和创业，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海归变“海待”的问题。

王悦说，孵化器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如果
开始自主创业，就能够反过来为孵化器提供

源源不断的新项目，增强孵化器的自身“造
血”机能。

促进大学生转变创新思维

孵化器究竟如何培养就业创业的人才
呢？孵化器的特聘教授蔺道军指出了重点：
创新和文化。那么，回国的海归以及大学生
就业创业过程中如何创新？何谈文化？这些
问题引人思考。

创新不仅需要人才有创新思维，同时也
要有创新能力。要天马行空地想，踏踏实实
地做。人不能用固定的思维去看世界，要转
变思考方式。全球绿色智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许静静是被孵化器吸引前来参加活
动的，她也支持创新。她说，当全球都在研
究娱乐型和服务型机器人的时候，他们结合
自身的医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出
了领先全球的医疗机器人。这就是思维创新
的结果。

另外，海归和大学生在创业的时候，需
要重点考虑企业的文化内涵，并结合文化内
涵给企业增加附加值。即使是一个普通的、
常见的东西，被重新赋予文化内涵后，它的
价值就会提升，这也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盈
利机会。

聚焦

专家们在讨论先声药业、精准医疗百家汇公
司的规划沙盘，并确定建成区域和未来规划建设
区域。

万物奋力生长的季节，海归定然不会闲着。无论是在房山落成
的汇欣苑孵化器项目，还是正在江苏当地考察的“千人计划”专家
团，都是海归在春天播撒种子。

海归回国后，运用所学知识和自身经验带动国内大学生就业和
创业，这正是在为我国的经济“播种”。培养好大学生这些正在茁壮
成长的好苗子，就不必再担忧未来的经济缺少支柱。而对于培养大

学生来说，孵化器的存在就像是为这些“树苗”提供了一片沃土，
使他们在其中汲取养分，健康生长。

“千人计划”专家江苏服务团去江苏建言献策、和企业对接交流，
就更像是夹带着嫩绿的春风，一路徐徐吹动。而一旦发现对接点，海归
专家这春天的风就变得强而有力，
直吹得那云层散开露出阳光，吹得
那好项目落地生根，发芽开花！

美好的事情总发生在春天，海
归切记抓住春天！

春天的故事
齐 心

汇集人气
周焙霞 文/图

海归创立孵化器

4月25日，由海归发起的创建的汇欣苑科技孵化
器项目在北京市房山区落成。这个孵化器是为了支
持国家3个部委发起的公益项目而成立的。

上图：医疗服务机器人的研发商余中博
士 （左三） 正在介绍该机器人的功能。该机
器人可以通过设备捕捉生命体征，即时运用
医疗大数据分析身体健康情况，并给出建议。

右图：“ 年 轻 需 要 导 师 ， 成 长 学 会 追
随”，中国女性创业学院院长胡聪为在座的企
业家、大学生演讲。

题图：汇欣苑孵化器凭借自身汇集资源
的能力，吸引了大批合作伙伴。图为孵化器
与3家合作伙伴签约仪式。

专家团一行人来到国家“千人计划”创新创
业基地江宁创业大厦。这是南京首个园区类国家

“千人计划”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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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刘晓（左）都和妻子一起巡园，
检查所种的花草树木是否有病虫害。

每天，刘晓（左）都和妻子一起巡园，
检查所种的花草树木是否有病虫害。

题图：研讨会开始之前，专家和当地汽车产业
代表在讨论汽车能源问题。

陈俊 （左） 与他的妻子在休息时间交流第二天要进行的工作。陈俊 （左） 与他的妻子在休息时间交流第二天要进行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