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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老外一样，我刚来中国时
也感到很迷茫。”小利认为，语言与文化
是潜在的“海外创客”的主要障碍。

“有很多人并不了解如何在中国成立
一个外国人的公司。”信息的缺失意味着
机会的流失，小利尤其重视向对中国还
不了解或者中文不够好的外国人提供信
息。通过“老外 HERE”，让想创业却有
顾虑的外国人知道：“在中国，你们也可
以创业！”

对小利来说，2017 年将会是突破的
一年：这一年，“老外 HERE”更加侧重
于助力外籍高级人才与中国企业间的对
接。

“像工程师、马术指导、游泳教练、绘
图设计师等人才的市场需求都不小，通过

我们的平台，初来乍到的外籍求职者也
能顺畅地与有需要的中
国企业对接上。”小利介
绍说，“未来我们希望‘老
外 HERE’能够体系化运
作，并向中国各大城市推
广开来。如果有更多的
外国人才来华工作甚至

自主创业，中国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将进一

步提升。”
而黑色视 2017 年为自己创业的关键

之年。新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反馈
情况将影响他在华建新公司的规划，但

始终不会变的，是他对在中国创业和安
家落户的期待。“中国有经济发展需要
的最优渥的资源条件，抓住创新能力来
助发展，这是很明智的选择。于我来

说，近三十年的创业创新经历让我对高
品质有执著追求，希望并且相信中国能
让我的人工智能创意变成现实，造福民
众。”

“勇于来中国创业创新的外国人，大
都是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一代，具
有更开阔的国际眼光和更强的开放性与
包容性。”王勇分析指出，他们凭借着对
移动互联网相关技术的高度敏感，成功
地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发掘出了
潜在的巨大机遇。

在中国的创业大军中，这些外国创
客具有特殊的价值。

王勇表示，外国人在华创业创新，
有助于推动中国多元文化的发展和中国
文化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

“从目前来看，外国创客人数规模仍
然偏小，能够带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的
高科技人才数量明显不足，尚未产生具
有全国或国际影响的知名企业。”王勇指
出，但他对未来依然抱有十足的期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推动中国的创
业创新事业，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仍
然是中国吸引外国创客的最佳时间段，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机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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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杭州政府的支持，今天杭州市长徐立毅给‘钱江友
谊奖’获得者颁了奖！”7月21日，作为2017年度杭州市外国
专家“钱江友谊奖”获得者的其中之一，杭州博如网络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CEO、来自瑞士的鸿志远（Lucas Rondez）在微
信朋友圈里晒出了“颁奖现场九宫格”。

“钱江友谊奖”设立于2012年，是杭州市政府授予外国专
家的最高荣誉奖项。今年共有11名外国获奖人，作为一位来

中国的创业者，鸿志远是外国创客群体的一个缩影。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

任王勇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外国创客多集中在移动互联
网、城市消费、教育与国际多元文化推广等领域，随着以大
城市为中心的外国创客的创业条件与氛围日益利好，这一群
体开始逐渐增多，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市场的全球吸
引力。

来自也门的阿德是一名程序员，他来到中国留学后，选择留在北京创业，成为一
名“洋创客”。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新领域吸引“洋创客”
中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和消费

升级，让越来越多外国人看到了开展新
事业的商机。

2007年，鸿志远刚来中国。“在大城
市中，杭州的金融业在国际对接方面较
成熟，这对我这个老银行店员尽快落脚
扎根，融入中国生活来说最合适不过。”

在杭州过了八年的安稳生活后，鸿
志远觉得创业时机已到，敢想敢干的品
质随即变现。如今，在百度上搜索“鸿
志远”“小瑞士”，新闻纷至沓来；让他
火起来的主要是针对外国人的“互联
网+”创业项目“NiHao”和“Nibook”
APP。

“‘NiHao’是面向外国人开发的，
是一个类似微信+微博+大众点评+支付
宝的综合平台。‘Nibook’则在前者的基
础上，将海外朋友的知识技术能力变现
到就业。”鸿志远对笔者解释道。截至去
年底，“NiHao”APP 已有 15 万用户注
册，涉及166个国家。

与鸿志远不同，德国一家科技有限
公司的总经理黑色瞄准了互联网服务依
托的智能线下载体。“A4纸大小、小于 4
毫米的厚度，全高清，可拼接，一个智
能平板显示器‘集齐’了笔记本电脑和
智能手机的基本功用和配置。7月 24日，
在微信朋友圈里，黑色晒出了他的人工

智能新成果。年底，这类新品将批量生
产、正式投向中国市场。

智力成果变现的背后是深圳纯熟的
电子产业环境。“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
硬件发展方面像深圳这么完备、成熟。
尤其对初创业者来说，用较低成本找到
所有需要的零配件，很难得！”黑色对本
报感慨，“另外，当地工厂老板对外国人
很友善、开放，我经常得到很好的信
任，这也加深了我对产品研发、乃至整
个人工智能产业链运作情况的理解和认
识。”

“互联网+”为依托的创业创新发
展，也助力了外国人创业条件改善。

“老外 HERE”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小
利对此深有感触。2014年2月，他从英国
利物浦来到成都，做英语外教。

2014 年 11 月，小利的团队创立了
“老外 HERE”综合服务平台。“老外春
晚”“老外 Here 足球之夜”“凡尔赛宫舞
夜”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为成都外籍
人士生活添彩、让彼此互联互通，也
在外籍员工与中国企业间牵线搭桥。

成都给小利的第一印象是“意料之
外的发达，丝毫不逊色于自己的家乡英

国利物浦。”高铁、共享单车，逐渐推广
至国外的支付宝、微信等中国生活方
式，让他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在创业
项目上更加运作自如。

和小利一样，在“互联网+”的助力
之下，外国创客们正在各自青睐的新产
业中展露身手。

“来中国是我这辈子作出最棒的一个
决定！”小利激动地告诉笔者。偶然结识的
创业成功“英国老乡”，点燃了他的激情，

“在中国我看到了创业可能性。”
近些年，中国经济在国际版

图 上 始 终 保 持 着 强 劲 活 力 和 动
力，政府营造了浓厚的创业创新
氛围，各地区依靠自身优势形成
独特文化，中国已成为具有巨大

的国际吸引力和魅力的国度。
“中国近年的经济增速是相当惊人

的，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潮流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角色，”小利说，自己接触的
不少公司在创业初期就已经在中国良好
的创业环境中，找到了走向国际化和全
球化的机会。

看好中国创业机遇的还有黑色，在
他看来，与家乡德国相比，中国是个历
史悠久而富有经济创新活力的国家。“随
着时间推移，我日益深刻地体会到这里
经济发展的活力、创造力、灵活性。我
的人工智能创意逐渐变成现实，中国让
我人生的后半段更丰富精彩！”

吸引外国创客的，是中国政府对创
业者非常友好，中国优越的“双创”环
境，正帮助他们的创业梦想成真。

小利之所以青睐于成都，是因为
“在南部高新技术开发区，政府打造西部
重镇的高科技创业创新高点，鼓励和扶
持创业，特别是外国人。身边的外国朋
友想来华创业，我都会推荐他们到这。”

“老外 HERE”落地时占地狭小，第二年
就搬进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大办公区
域。员工间的接触随即增多，“这有利于
激发创造力，凝聚人心。”小利说。

最初，小利也亲身体会过签证难、行
政审批繁杂的困境。“但今年，尤其是最近
几个月，情况大有改观”。近年来，政府部
门的改进有目共睹，真正有意愿的外籍创
业者如今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和帮助。

回顾十年杭州生活，鸿志远特别欣

赏政府对市场的重视，政府放手鼓励、引
导企业参与城市发展。“和瑞士老家等欧
洲发达国家本地市场小，求稳定的社会状
况、就业观念相比，中国更适合我这样敢
闯敢干、追求新鲜事物的小伙儿来发展。”

据了解，近五年来，杭州以各种政
策创新带动人才体制机制创新；其中累
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2.5万名，外籍人
才 1.5万名，为国际人才创业提供了良好
的环境基础。

6 年前，政策是雄心壮志的黑色的
“拦路虎”：必须有中国合作伙伴、较大
资金基础，还有繁杂的行政审批流程。
而今年，深圳赛格众创空间带来了让他

“打算在中国注册新公司”好消息：“如
今，中国的政策环境更宽松、项目审批
办理流程更简便！”

尤其是现在，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

创业服务项目，外国创业者们自己也开
始构建国际创业对接平台，从孵化支援
上进一步帮助海外创客创业。

黑色的中国创业旅程自 2011 年来深
圳就开始了。为了公司智能平板产品和
中国大众见面，他一直在做“磨刀功”：了
解外国人安居政策、熟悉电子产业发展行
情、建立可互信的人脉圈……“干得最多
的是拜访深圳设备零件工厂，逛电子小商
品市场。虽然没注册公司，我在‘华强北’
产业园窥见了完整的电子科技产业链运
作过程，对我开发人工智能产品、独自创
业很有价值！”

去年，黑色入驻深圳赛格众创空
间，接受政策信息、商业规划、资金寻
求、产业投放等全方位孵化援助，这直
接促成今年新产品的问世。

两个多月前，鸿志远带领团队新推
出了专门针对外国人创业的线下孵化
器。运营经理缪女士对笔者介绍道，“目
前已有 60 多个团队和个人进行孵化，主
要来自欧洲，集中分布于高科技、医
疗、物联网、大数据等行业。”

“来中国创业是我最棒的决定”“来中国创业是我最棒的决定”

纷纷看好创业前景纷纷看好创业前景

“中国拥有目前最令人浮想联翩的市场，
创业创新的氛围很浓厚，你有无限可能去实现
你想做的。”放弃美国旧金山的高薪职位，却选
择到中国深圳创业的加拿大人劳伦斯说。

劳伦斯的经历并非孤例，近年来，中国
“互联网+”发展迅猛，随着消费等领域需求
升级，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机构、合伙人
或个人看到商机，来到中国，加入到中国的

“双创”行列中来。
为什么中国能够吸引众多的外国创客来

创业创新？
无论在科技行业还是其他领域，中国都

拥有着广阔的市场。中国政府多举措并举，

深耕创业创新土壤，为“双创”发展提供了
全面系统的支持，由政策的支持与完备产业
链融合形成的创业创新环境，是其他许多国
家难以比拟的。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官
员陈思宇表示，近年来瑞典创业者纷纷来到
中国，原因是在瑞典的创业者多数要靠自己
发展，而在中国，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支持创业创新，加上各行各业比较完善的
产业链，堪称“创客天堂”。

开放的创业创新环境、丰富的创业平台、完
善的配套设施、为许多外国创客提供了进入中
国市场的机会。强大的人力资源和智力储备，
宜居宜业的工作环境，纷纷点亮了外国人的创

业热情。各种类型的“双创”舞台，整合各类市
场化资源，促成了海内外人才、项目、技术、市
场、资本、政策、场地、服务等的全面对接。

中国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欢迎各国人才
来中国创业创新。从全国双创示范基地的建
设、北京创新发展 20 项出入境政策的出台、
上海市探索在基地内设立外国人才永久居留
证受理点以及在沪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直接留
沪试点、杭州建立国际人才创业创新园等一
系列举措的推出，可以看出中央和地方以开
放的胸襟，制定了许多政策，吸引国际化人
才来到中国集聚和创业。

事实上，随着创业环境的逐步优化、人

才引进政策的陆续加码、市场竞争的更加公
平合理，中国的创业创新氛围正在更加富于
吸引力。对于中国而言，外国创客纷至沓
来，已经显示出对外开放政策的强大生命力
和中国市场的竞争优势，而现在外国创客来
了不想走，恰恰证明他们在中国分享到了实
实在在的市场红利。

“中国制造2025”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
全球化背景下与各国展开合作，吸引国外更
多高科技、新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创
业创新是开放的，同样也吸引更多优秀的外
国创客带着资金、技术、人才来到中国，分
享中国机遇，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双创”热下的中国机遇
张 达

江西景德镇吸引众多外国人学习、交流和创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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