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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是不怕失败的游戏”

1988年，袁岳取得西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硕士学位后进入了司法部做文字秘
书。在当时人看来，进入国家机关的袁岳
已经是“人生赢家”了。但对袁岳来说，
这份工作却少了点吸引力。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新知识，特别喜
欢做数据研究。1991年我结识了美国盖洛
普公司代表团，当时中国还没有盖洛普这
种专门做市场调查研究的公司，认识盖洛
普代表团让我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兴趣所
在。恰巧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强调要搞
市场经济，这就需要大量的市场研究。有
这么好的机会，我就辞职下海了。”袁岳
在接受采访时说。

1992 年，袁岳和 5 个合作伙伴一起创
立了零点调查公司。零点，非正非负、不
偏不倚。

零点创立的前 5 年，基本没挣到什么
钱。“公司成立时接的第一个项目，是做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那个时候我们只有 6
个人和很少的一点钱。”袁岳说。人手不
够又没钱，只好一人当几个人用，把有限
的资金都投入重要的调查环节。从走街串
巷地调查到整理数据、建构模型、分析数
据、提供决策建议，6 个人的小团队完成
了极大的工作量。虽没挣到钱，却赢得了
客户的认可。

1997年，公司发展进入快轨，拥有了
独创的调查技术和算法。前几年积累的业
界口碑让他们不用再发愁去哪儿找客户，
客户都自己主动找上门来，零点从此越做
越大。

如今零点已是国内咨询领域的领头
羊，但袁岳的创业之路仍在继续。2010
年，他发起黑苹果青年项目，专门为大学
生公益项目提供全面扶持。2011年，联合
创立中国首家创业项目专业管理支持机构

“飞马旅”。2014年，联合创立创意生活体
验一体化书店“言几又”。在创业的浪潮
中，袁岳越行越远。

“成功本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一个
成功的创业者应该是不怕失败的，创业就
是不怕失败的游戏。”袁岳说。

“永远抱着积极探索的态度”

也是在1997年，袁岳选择去北京大学
攻读社会学博士。之后，又去哈佛大学肯
尼迪政府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这段留
学经历拓展了他的国际化视野。此后，袁
岳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每 5 年做
一次访问研究。

“要永远对新知识抱着积极探索的态
度。工作一段时间还得去学习，阶段性地
更替知识。带着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去学习
最新的前沿知识，这样学习和工作都更有
成效。”袁岳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鼓励

员工。
袁岳的员工不仅能赚钱养家，优秀的

员工还有机会得到公司的资助继续深造；
不仅可以在上班时间打游戏，如果打得好
还会拿到游戏奖金。袁岳始终给员工最大
的自由，鼓励员工不断去学习新知识、掌
握新技能。

在袁岳的带领下，全公司形成了一种
追求新知识、积极尝试新鲜事物的氛围。
目前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已有 17 个子公司，
业务涉及食品、医药、金融保险、媒体、
房地产等30多个行业。

“以前是我们跟着国外学，学会后自
己再研发。现在我们的大数据分析系统和
算法已经超越国外了，成了国外学我们
了。但是作为老总，危机感不能少，要始
终有变革的意识，这样企业才能一直向前
走。”袁岳说。

“好奇心不能少”

袁岳今年52岁，但他更像是个“老顽
童”，玩的比年轻人还超前。“好奇心是一
个人成长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东西，我现
在的梦想就是去月球看一看，很好奇月球
上是什么样的。”袁岳笑着说。就是这样
的好奇心，成就了这个“ 《舞林大会》 上
最会跳舞的企业家，企业家中最成功的主
持人，主持人中最会做菜的美食家，美食
家中最爱远足的旅行者”。

袁岳说好奇是他从孩童时代一直保留
到现在的天性，没有好奇心的驱使也就没
有现在的袁岳。

1965年，袁岳出生在江苏省大丰县的
一个有12个孩子的农村家庭。他的父亲是
学校里的采购员，每次出差总会带回来一
些农村见不到的东西，这让袁岳对大千世
界充满了好奇。“我在7岁的时候就想过要
环游世界，小时候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只
能通过读书来了解大千世界。”

上大学，让他走出了生活多年的农
村，开始人生多彩的旅程。“作为一个农
村出来的孩子，城市里的一切都让我感到
新奇。但是我不拘束也不怕嘲笑，什么事
情都敢尝试。”袁岳说。就是性格里的

“不安分”，让袁岳选择了创业这条路，也
让他有了梦想中的“企业家”的身份。

如今袁岳已走过世界 117 个国家，但
他对世界的好奇心丝毫未减。好奇心让他
从一个农村男孩成为今天创业浪潮中的弄
潮儿，而他的奋斗史就如他的诗中所写的
那样：“我把一块伤疤放到月亮的额头，
纪念已经远远逝去的伤痛。”他说：“有些
人的命运上，一生铭刻着大大的两个字

‘奋斗’。我把我的名字叫做‘岳’，我去
挑战天的高度。也许我触不到天的底，但
我用自己顽强的伸展去试我生命的定数。”

在好奇心的引领下，袁岳走了很久、
也走了很远。他说，只要怀抱一颗好奇
心，前进的脚步就不会停止。

中国侨联代表团访问匈牙利

当地时间10月28日，中国侨联权益保障部副部长
黃晖率团访问匈牙利，并在布达佩斯与旅匈侨界举行
座谈会。

匈华总会执行主席、匈牙利福建商会会长刘文
建，匈华妇联总会会长林胜琴，匈牙利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会长曾玉根，匈华总会副主席陈月平等匈华侨
领50多人出席座谈会。

黄晖表示，此次欧洲之行是对海外律师委员的工
作进行巡视和调研，目的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提供法律帮助和服务，让中国
游客和留学生在国外涉及法律问题时，能够顺利寻求
到法律保护和领事保护。

（据中国侨网）

第十届中国曲艺节在巴黎开幕

当地时间10月28日晚，第十届巴黎中国曲艺节在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沧州木板大鼓、河南坠子、
山东琴书等轮番上演，给观众带来一场曲艺盛宴。演
出结束后，法国华社促进协会举行欢迎会，欢迎中国
曲艺家访法。法国侨界与中国曲艺家们进行了热烈交
流，表示愿意共同携手，更好弘扬中国曲艺文化。

中国驻法使馆领事部主任陆青江、巴黎中国文化
中心主任严振全、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等出席了
欢迎会。欢迎会由法国华社促进协会第一副会长郑祥
真主持。 （据中国侨网）

澳华女企业家协会在悉尼成立

澳大利亚澳华女企业家协会10月28日在悉尼举行
成立庆典。

澳华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徐小玉致辞时表示，希望
通过澳华女企业家协会这个平台，更好地促进中澳女
企业家们的交流合作。希望会员们尽情展现健康、快
乐、自信、智慧的女性形象，以引领现代女性树立新
风尚、新人生观、新价值观、新家庭观和社会责任
感，向社会展示高层次、高素质、高品位杰出女性的
才华魅力与卓越风采。

据悉，澳华女企业家协会成立后，将不定期推出
澳中两国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通过举办不同主题的
论坛、讲座、考察等活动，在不同的学习交流形式
中，交流思想、市场信息、经营管理之道，开阔女企
业家和优秀女性的思维和眼界，以达到资源共享、共
同发展、合作共贏的目的。当地政界、商界、女企业
家等百余名嘉宾出席成立庆典。

（据中国新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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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侨联在2017年推出的“新侨创新创业
杰出人才”之一。他在25年前毅然辞去令人羡慕的
公务员工作，创立了中国最早期的专业市场研究机
构之一的零点调查。他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还是青年人的创业导师、多所学校的兼职教授、思
想前卫的独立媒体人。他就是袁岳。

侨 创 之 星

华人社区华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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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2017年9月20日发布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扩建工程项目范围内房

屋征收的决定》，东城区人民政府对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扩建工程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属物实施征收。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和《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中有关事项的通知》（京建法[2012]19号）等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东城区人民政府已对部分被征收人（承租人）的房屋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因征收补偿决定无法直接或邮寄送达，现

对下列房屋的征收补偿决定进行公告送达，请下列私房产权人或公房承租人（明细附后）及时与我单位取得联系并办理征收补偿

决定领取事宜。若原房屋承租人已故，请该承租人房屋户籍在册人员与我单位办理上述事宜。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征收补偿决定视为送达。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7年10月24日

联系人：周洋 郭虎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北大街育群胡同21号

电话：010-67178997 010-64043595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 14:00—17:00

公 告 东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公告送达名单

东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公告送达名单

序号

1

2

3

4

征收补偿决定文号

东政字 [2017]81号

东政字 [2017]82号

东政字 [2017]88号

东政字 [2017]89号

被征收房屋坐落

东城区官房大院6号

东城区官房大院13号

东城区官房大院7号

东城区官房大院6号

房屋产权人或承租人

杜兰芝
杜利民
杜兰琴
杜兰凤
杜兰芳

张桐凤

车淑梅

饶九玲

西南石油大学西南石油大学
二二〇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一七年十一月一日

西南石油大学60周年校庆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8号 邮政编码：610500 联系电话：028-83035860 传真：028-83034264 学校网站：http://www.swpu.edu.cn/ 校庆邮箱：spwu60@swpu.edu.cn
西南石油大学西南石油大学6060周年校庆办公室联系方式周年校庆办公室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联系地址：：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成都市新都区新都大道88号号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610500610500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028028--8303586083035860 传真传真：：028028--8303426483034264 学校网站学校网站：：http://www.swpu.edu.cn/http://www.swpu.edu.cn/ 校庆邮箱校庆邮箱：：spwuspwu6060@swpu.edu.cn@swpu.edu.cn

风雨兼程六十载风雨兼程六十载，，弦歌不辍奏华章弦歌不辍奏华章。。20182018年年1111月月11日日，，西南西南
石油大学将迎来石油大学将迎来6060华诞华诞。。在此在此，，我们谨向多年来支持学校发展的我们谨向多年来支持学校发展的
海内外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海内外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六十年风雨沧桑六十年风雨沧桑，，薪火传承薪火传承。。建于建于19581958年的西南石油大年的西南石油大
学学，，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二所石油本科院校是新中国创建的第二所石油本科院校。。夫破土奠基夫破土奠基，，适川中适川中
石油会战石油会战，，求贤若渴求贤若渴；；兴油报国兴油报国，，凭百年树人精神凭百年树人精神，，造就英才造就英才。。学学
校秉承校秉承““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的优良传统，，从从““学石油学石油、、爱石油爱石油、、
献身石油献身石油”，”，到到““为祖国加油为祖国加油、、为民族争气为民族争气”，”，西南石大精神在一代西南石大精神在一代
代石大人身上传承升华代石大人身上传承升华。。

六十年励精图治六十年励精图治，，春华秋实春华秋实。。早在上世纪早在上世纪8080年代年代，，学校获得学校获得
博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学位授予权，，获准建设国家级重点学科获准建设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士后科研流动站。。今天今天，，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科学校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为主、、以石油以石油
天然气为主要特色和优势的多科性大学天然气为主要特色和优势的多科性大学。。学校在学校在CWURCWUR世界大世界大
学石油学科排名中位列第八学石油学科排名中位列第八，，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一级学科在国家石油与天然气工程一级学科在国家
历次评估中名列全国第一历次评估中名列全国第一、、第二第二，，石油主干学科专业在全国处于领石油主干学科专业在全国处于领

先水平先水平，，天然气勘探开发技术处于世界先进行列天然气勘探开发技术处于世界先进行列。。学校有院士学校有院士22
人人、、特聘院士特聘院士22人人，，四川省塔尖人才培养工程人选四川省塔尖人才培养工程人选22人人，“，“杰青杰青””33人人，，
““长江学者长江学者””33人人，，国家国家““千人计划千人计划””专家专家55人人，，国家国家““万人计划万人计划””专家专家22
人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88人人，，一批名师大家在这里净心为一批名师大家在这里净心为
学学，，潜心育人潜心育人；；学校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学校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22项项、、二等奖二等奖66项项，，国家国家
科技进步特等奖科技进步特等奖22项项、、一等奖一等奖33项项、、二等奖二等奖1414项项，，国家技术发明二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等奖33项……一项项成绩闪亮着西南石大人开拓奋进的足迹项……一项项成绩闪亮着西南石大人开拓奋进的足迹。。

六十年砥砺前行六十年砥砺前行，，勇创一流勇创一流。。学校在追求卓越的征程中从学校在追求卓越的征程中从
未停下前行的脚步未停下前行的脚步。。从常规油气到非常规油气从常规油气到非常规油气，，从化石能源到从化石能源到
新能源新能源，，不断向着高水平能源大学奋力迈进不断向着高水平能源大学奋力迈进。。世界首个海洋天世界首个海洋天
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实验室然气水合物固态流化开采实验室、、页岩气勘探开发协同创新中页岩气勘探开发协同创新中
心……一批高水平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心……一批高水平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学校呈现出高速发展的学校呈现出高速发展的
良好态势良好态势。。20172017年年99月月，，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学校站在学校站在
了更高的发展起点上了更高的发展起点上。。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记使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中面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工程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工程——建设教育强国的新要求建设教育强国的新要求，，学校将带学校将带
着社会和校友的期盼关心着社会和校友的期盼关心，，以以““为祖国加油为祖国加油、、为民族争气为民族争气””的豪迈的豪迈
气概气概，，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提升学校提升学校
整体办学水平整体办学水平，，在建高水平能源特色大学在建高水平能源特色大学、、铸百年名校的征程中铸百年名校的征程中
奋然前行奋然前行。。

弦歌不绝弦歌不绝，，桃李满园桃李满园。。躬耕一甲子躬耕一甲子，，育才十六万育才十六万。。千里大千里大
漠漠，，中坚砥柱中坚砥柱；；万里海疆万里海疆，，妙手铁肩妙手铁肩。。他们胸怀祖国他们胸怀祖国，，济苍生而兼济苍生而兼
天下天下；；他们心系母校他们心系母校，，以点滴而报涌泉以点滴而报涌泉。。教诲谆谆教诲谆谆，，大潮涌兮当大潮涌兮当
击水击水；；祝福绵绵祝福绵绵，，南风好兮正扬帆南风好兮正扬帆。。

甲子轮回甲子轮回，，继往开来继往开来。。秋高气爽秋高气爽，，北雁南飞北雁南飞。。嘉木修直嘉木修直，，待子待子
之归之归。。时值六十诞辰时值六十诞辰，，全校师生期盼广大校友和各界人士来校共全校师生期盼广大校友和各界人士来校共
襄盛举襄盛举，，在龙井湖畔追忆峥嵘岁月在龙井湖畔追忆峥嵘岁月，，于梦溪湖滨饱览今朝风采于梦溪湖滨饱览今朝风采。。

特此公告特此公告，，敬祈周知敬祈周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