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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谦虚。我认识一些国家的总统和
首相，尽管他们身边的一些人非常傲慢，
可他们本人却从不这样。要知道，你越是
有地位，就越没必要表现出来。

——羽西品牌化妆品创始人、欧莱雅
（中国） 荣誉副总裁靳羽西

投资不能只谈钱，还要谈团队、人
脉，创业者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要力所能
及全放进去。

——宏愿集团创始人周正义

买地对于地产企业而言非常重要，如
果能在最差的行情里投建出最好卖的项
目，那在好周期里更是无往不利，而“好
卖”的关键，便在于对需求的充分把握，
这是我眼中土地价值的最大化。

——安四方集团董事长刘纹安

管理层不能“天天用嘴管”，而是要形
成公开透明的制度，令每个遵守规则的人
都能在制度中获益，反之，也要接受制度
约束，为违规付出代价。

——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

我喜欢迎接挑战，因为生活就是关于
如何克服新的困难和挑战的，这些会让我
们更为强大。每个人都面临挑战，重要的
是你如何去克服，并使得它们成为你的优
势。

——马来西亚 TRON 公司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叶贻初

结束“留洋”回国打拼

44岁的汤开智是湖南人，1998年前往美国求学。完
成学业后的他进入美国某知名科技企业从事研发工作，
主攻当地政府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布局的项目。
工作的这 10 年，汤开智与世界前沿水平的人工智能技
术并行，积累了丰富经验。

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汤开智看到了来自国内的变
化——在中国，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高新技
术产业迅速走上追赶超越道路。“一些人工智能国际会
议，参加最多的往往是中国人，然后是美国人、印度人
等。”

他说，彼时自己有了回国助力想法。2014年，正逢
阿里巴巴在美“招兵买马”，汤开智也随之结束“留
洋”加盟阿里，成为阿里巴巴资深数据挖掘专家、第一
财经首席数据科学家。

而今，放弃高职高薪从头再来的他成为了万千创客
中的普通一员。他带领8人团队以打造智能化心理健康
服务平台为创业方向，希望通过人工技能技术让国人能
够更便宜、更便捷地享受到心理健康服务，整体提高国
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汤开智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下的良好环境，给了自己变革的勇气。

重拾梦想再次起航

“企业里对创新人才尤为看重，在待遇、生活保障
上都在竭力做到最好。我也知道阿里系也是浙江的一支
重要创业力量，政府会在必要方面给创业者提供帮
助。”汤开智说，在国外很多人创业都要在车库、储藏
间，有起色了出去租个地方。但在浙江，到处都有孵化
器、众创空间，各地政策、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也很
大，这些令他印象深刻。

如其所说，为助力双创，近年浙江省先后打造省级
众创空间 129 家，各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累计达 161 家。
其各地还针对大学生、海外高层次人才等不同群体创新
创业制定奖励政策，资金扶持少则数万元多则达亿元。

这样的环境下，一个要实现多年愿望的想法也在汤
开智心中愈发强烈。

“之前在国外就注意到很多人存在精神压力、心理
疾病，不能控制情绪。国内心理健康服务方面也有很大
改进空间，有着巨大的需求。”他说，自己一直想通过

人工智能帮助到需要心理服务的人群，而浙江的氛围和
环境让他有了勇气去实现它。

今年，汤开智迈出了这一步。他组建团队，共同加
班加点，共同吃快餐盒饭，共同见证城市深夜的寂静，
共同因每一个技术突破而欢呼兴奋……

他所开发并已经上线的“心灵密友”应用软件，包
含面向用户的心理调节、心理健康社群服务、心理咨询
师智能助手三大模块。以心理咨询师智能助手为例，其
平台通过深度学习、文本挖掘、推理引擎、智能问答等
人工智能技术，可为不同心理咨询师在不同场景下提供
决策支持、快速问答、素材推荐等智能服务，辅助其更
好地服务相关人群。

不久前，其项目成功获得了首笔融资，市场开拓也
逐渐打开局面。

双创环境推动创业

“创业顺利起步是团队的合力，也离不开各方的支
持。”汤开智说，直到成为一名创客，他对当下双创环
境也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像我们所在的众创空间，非常赞，从设置许多会
议室这种为创业者着想的一些细节就能体现出来。我们
在 这 里 不 用 为 房 租 烦
恼，我们不懂的事情他
们 也 会 帮 忙 对 接 、 解
决。”汤开智说。

他介绍，项目刚落
户这里便有科技部门的
工作人员前来拜访，向
其介绍各种可享受的创
业 项 目 及 人 才 优 惠 政
策 ， 鼓 励 他 们 积 极 申
请。而因杭州商事制度
改革的推进，此前他们
前去办理企业注册等本
以 为 繁 琐 麻 烦 的 事 项
时，也出乎意料的快速。

“现在有一种感受特
别强烈，就是政府办事
效率、态度跟我出国前
已大不一样。”汤开智
说，自己想做一些具有

较高社会价值的事情，现在政府社会都支持、包容创
业，让他享受到了红利，也大大增加着他实现梦想的可
能性。

在浙江，这样的创业者还有很多，他们是数以万计
的普通市民、企二代、农民、留学生。而像汤开智所感
受的，这一大规模创业浪潮得以出现，与浙江营造的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双创环境密不
可分。

如在硬环境上，浙江陆续打造了一批产业园、创意
园、特色小镇等创业要素供给平台。以杭州梦想小镇为
例，其已集聚创业项目超1140个，创业人才1.1万名。

如在软环境上，近年浙江政府层面在坚持“店小
二”式服务双创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以“最多跑一次”
为代表的行政体制改革、以五证合一为代表的商事制度
改革，努力在最优制度供给上胜人一筹。

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出以来，凭借良好的创
业生态环境，浙江新增小微企业年增长率超过20%，该
省也正被越来越多人评价为中国创新创业高地。在这
里，沐浴“阳光雨露”的“汤开智”们，正愈发接近着
自己的梦想，而未来，他们也有望汇聚成推动浙江发展
的澎湃力量。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生意接连失败欠下巨债

1990年，郑凯来到塞浦路斯。郑凯说，当时来塞浦路斯较早
的中国人，都是以学生的名义进来，付了一年的学费，就开始在
这里打工，然后往家里汇钱。他把这个时期形容为“中国人在塞
浦路斯的初级阶段”。郑凯的同学也是留学大军中的一员。这位同
学是中国当年的“老三届”，不懂英文，又开了个贸易公司，叫郑
凯来帮忙。

于是，郑凯和同学开始在塞浦路斯创业。“那时生意不好做，
我们做的是从国内进口纺织品和磁盘到塞浦路斯，但是当地的人
口少，进货量很小，很难成型，这些货推销得不顺利。”

眼看贸易公司赚不到钱，他们又合计开了一家中餐馆。
当时塞浦路斯的法律规定，要开餐馆，当地人要占 51%的股

份。初来乍到的郑凯认识的人也不多，于是郑凯找了当时的房东
做股东。但是房东既没经验也带不来客源，生意自然做不起来。
餐馆开了一年多，也就关门了。

出国前，郑凯跟朋友借了 10 万港币，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就这么搭了进去。怕还不起朋友的钱，郑凯暗暗下定决心，无论
多辛苦，都要在塞浦路斯熬下来。

埋头工作成为生活常态

为了在塞浦路斯谋一口饭吃，用郑凯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有
钱赚，无论什么活儿都干”：他给人清理花园，一小时赚三塞镑；到木
工厂，一小时赚五塞镑；还到中餐馆的厨房给人帮厨……

后来，他认识了一位塞浦路斯人，两人结婚成家。有了工作
许可之后，郑凯想着要去找一份正式工作。

思来想去，郑凯想到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修理电器。他找
到当地一家电器超市，为超市的客户提供维修保养。

郑凯在超市的修理组工作，踏实肯干，从来不计较干的是什
么活，客人要送货，他帮着去送，超市里遇到一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找上他，他也帮着解决，从来不推脱。有了工作经验，郑凯又
跳槽去了另一家比较大的电子超市做电器修理，这一干就是12年。

从 1995 年开始，手机开始出现在普通塞浦路斯人的生活中，
郑凯也有一个。他发现一个黄页可以免费打电话广告，就在上面
留下自己的手机号，负责给别人上门安装用于接收电视信号的卫
星盘。最忙碌的时候，他同时做着三四份工。

2011年，郑凯的妻子由于医疗事故去世，这对郑凯的打击不

小，“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都没有时间去悲伤。”

从和机器打交道到和人打交道

郑凯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塞浦路斯打工，但是因为生活
单调，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花在了打电话回国给家人上，投资了
1000多美元开了个话吧。后来，又盘下旁边的店开了个网吧。

这几年，他又看到做国际汇款业务有赚头，加盟成为速汇金
的代理，开了一家国际汇款营业点。却不幸遇到窃贼上门打劫，
不仅用刀划伤了他的脸，甚至为了防止他出门追击，在他大腿上
狠狠扎了三刀。还好，郑凯有着惊人的恢复力和坚毅的性格，再
加上朋友的细心照料，他五天就出了院。后来，这朋友成为了他
的太太。

经历了种种的人生打击之后，郑凯还是没有放弃创业的念
头。他最终选择他自认为很了解、却又嫌“很繁琐”的超市业。

突然从成天面对机器的工作转型到与人打交道，郑凯很不适
应。他既没有人教，也不知道怎么学。还好郑凯找到了现在的太太，
她情商很高，正好弥补了他的不足。“她很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

回顾自己在塞浦路斯将近 30 年的生活，曲折又有些惊心动
魄，郑凯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经历磨难和你选择哪条路没有关
系，你选的任何一条路都可能有风险。”他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
对未来的生活依然乐观：“有些事情无可埋怨，得一步一步走。”

（来源：中国侨网）

汤开智汤开智：：
于双创中找到变革勇气于双创中找到变革勇气

王逸飞王逸飞

杭州城西，一座名为“独角兽”的众创空

间里，怀揣梦想的创业者们正各自忙碌。相比

大多都是“90后”的他们，1973年出生的汤开

智博士是最年长的一个，但在创业这条路上，

他还是一名刚上路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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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作中的汤开智。 王逸飞摄图为工作中的汤开智。 王逸飞摄

郑凯：在塞浦路斯三十年的打拼路
林卉卉

郑凯：在塞浦路斯三十年的打拼路
林卉卉

图为郑凯。 林卉卉摄

商论语丝

华商看中国发展

中国高铁走进东盟可拉近中国与东盟
的空间距离，交通便利将促使中国—东盟
区域内产业上下游连接更紧密，行业信息
互通、合作交流机会更大，双边合作市场
更广阔。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青委会委员、
广西中新仓储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吕建宏

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商机巨大，
不仅是对马来西亚如此，对丝绸之路沿线
的各个国家更是如此。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长林国璋

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创办亚
投行，建立丝路基金，创办首届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这些大的活动表明祖国的对外
开放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
感召力和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习近平总书
记的讲话给海外华商极大的鼓舞和振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进一步发展。

——美国费城华商会常务副会长管必
红

华商谈经营之道

近日，以全非洲黑龙江总商会会长安
馨为团长的黑龙江访问团一行4人拜会黑龙
江省侨联。黑龙江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郭占力接见了访问团一行。

会见期间，访问团通过多媒体向省侨
联介绍了商会自成立以来，在维护海外侨
胞合法权益、树立良好华人形象、促进祖
国和平统一、积极参与中国与南非两国经
贸文化交流合作、热心当地社会公益事业
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访问团表达了为祖国
为家乡发展做贡献的强烈愿望。

郭占力说，非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
陆，中非友谊更是源远流长，中国与南非
合作更是前景广阔。希望全非洲黑龙江总
商会加强与黑龙江省的交流合作，积极推

动双方在科技、经贸、文化等方面的合
作。

全非洲黑龙江总商会访黑

图为浙江互联网创业代表平台——梦想小镇。 （杭州未来科技城管委会供图）

商机商讯

商机商讯

图为全非洲黑龙江总商会一行访问黑
龙江省侨联。

13 日上午，福建省侨商联合会 2017 年
常务理事会议在福清创元千禧酒店举行。
此次会议是由福建省侨商联合会主办，福
清市委市政府参与协办。福建省侨联主席
陈式海、省侨联副主席翁小杰及各地侨商
会会长共100余人出席会议。

会上，福建省侨联副主席、福建省侨

商会会长许健康对省侨联和省侨商会表示
感谢。他说，省侨商会将会在省侨联的领
导下，继续完成省侨商会的各项工作；加大
对福建投资的力度，主动作为；进一步加大
侨界的文化交流建设；加大对侨商会联谊方
面的工作力度，着重做好侨商服务，发挥侨
商会的独特作用。

福建省侨商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议福建省侨商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议

菲律宾安徽商会将在马尼拉成立

近日，安徽外侨办副主任陆友勤会见
了菲律宾集桥国际建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传伏 （如图） 一行，就安徽籍企业家拟在
菲成立“安徽商会”等事宜进行了交流。

刘传伏介绍，目前安徽在菲律宾企业
有 40多家，还有逐步增多的发展趋势。前
一段时间，安徽商会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完
成，拟于 3 月 18 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大酒店
举行菲律宾安徽商会第一届就职典礼。

（来源均为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