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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学历学位认证如何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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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生可以重来
我还会选择留学”

余雪琴曾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学校与俄罗斯国立远东大学
（现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 合作的“2＋2”联合人才培养项目，被列入
中俄教育领域合作执行计划。于是，余雪琴有幸加入其中，在国内读
完大学二年级后，前往俄罗斯，开始了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

在此之前，余雪琴从没想过要出国。所以直到现在，她仍认为自
己能够去留学是“机缘巧合”。

谈起自己的留学生活，余雪琴总是很兴奋，觉得收获很大。在俄
罗斯留学期间，她创造了许多自己生活中的“第一次”。比如：她是第
一位在“远东留学生盛典”中担任主持人的中国留学生，也是第一个
进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实习的中国留学生。

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实习期间，余雪琴始终跑在新闻一线采访。
她参与的中国新年活动、远东中国市场现状等新闻报道，均在俄罗斯
国家电视台播出。这些经历帮助她更快地融入到国外的生活中。

对余雪琴而言，充实的留学生活不仅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更是人
生的重要节点。她认为自己能够下决心创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留
学经历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外的实习经历，极大地提升了余雪琴的自
信，也给了她创业的勇气。

创业遇到困难时，在国外结交到的良师益友始终给予她支持。余
雪琴对这些支持心怀感激。她说：“人生如果可以重来的话，很多选择
我会重新调整。但是，留学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继续！即使天天吃黑
面包、喝红菜汤、用奇怪的红茶泡饼干，也不能阻止我去体验这个重
要的人生旅程。”

“我的梦想在中国”

留学给余雪琴带来的最大改变还是视野的开阔。“一个人的视野是
非常重要的。回国之后，我养成了关注全球时事的习惯。不仅对国内
的新闻感兴趣，还关注国际新闻。”

2014年，余雪琴对金融与新媒体产生了浓厚兴趣。她利用业余时
间进行学习，并且开始尝试接触互联网产品管理、UI 设计、广告营
销、投行 FA 等业务。随后，她开始关注“区块链”，并下决心要创
业。经过半年多的准备，余雪琴的公司在2016年正式注册成立。

余雪琴对国内创业前景很有信心，她说：“最具有多样性、最具有
挑战性以及最可能诞生独角兽公司的地方一定是中国。我从俄罗斯留
学回来后看国内的发展情况，更能够体验到国内创业发展速度之迅
猛。”

目前，余雪琴公司旗下的区块链品牌在业内已小有名气。公司和
一些区块链圈内著名的机构也开展了长期合作，新媒体矩阵的社区规
模已经达到8万人。“我认为，我的梦想在中国；当然，也只有中国才
能提供更多、更大的机会。这几年，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崛起、区块链
行业的领先发展，都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对的。”余雪琴说。

“站在风口努力奔跑”

余雪琴在俄罗斯留学时，一位导师曾这样评价她：“余雪琴是我见
到过的最能将目标和执行力完美结合的学生。”余雪琴的言语中时刻透
露着成熟坚定，她说：“我现在每年都会给自己定一个总目标，然后分
阶段去实施。虽然我有时也会焦虑，但仍会努力完成目标。”

谈及对自己的评价，余雪琴说得最多的词就是“闲不住”。她说：
“我是那种闲不住的人。虽然我很贪玩，但如果真的放假了，到假期第
二天我就会觉得无聊，开始期盼假期结束，希望赶紧工作。”

从留学到创业，余雪琴有过很多闪光的时刻，但她并不满足于
此。“我一直都处于奔跑的状态，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惯性。如果我
不再向前突破，就会感觉很不适应。”她说。

热爱挑战，永远向前，这或许也是余雪琴选择在区块链领域创业
的一个原因。她相信并热爱着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她站在风口，全力
奔跑。余雪琴说：“区块链领域很吸引人。我对该领域研究得越深、了
解得越多，接触的项目和技术达人就越多，就越感到兴奋。不论未来
公司如何发展，这种尽情燃烧的感觉真的很刺激，也很充实。”

虚假承诺骗缴费
延长进程增加认证难度

天涯论坛贴吧上有多篇关于海
归学历学位认证被骗的帖子。网名
为“宝贝朱立达右”的网友讲述了
自己的经历。在公司实习转正时需
要递交正式的学历学位证明。当时
时间紧张，恰好又听说郑州某家机
构能代办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于是
信以为真，向该机构交了钱和所需
材料。

本 以 为 事 情 会 按 预 期 方 向 发
展。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代办机构
开始找各种理由拖延，办理进程十
分缓慢。最后，该代办机构还让其
补交各类证明，并向当事人索要定
金。等当事人付款完毕后，学历学
位认证拖了半年之久依然没有办成。

该网友称，本以为走了捷径，
最终的结果却令人失望。

加入QQ群
连环骗局引入陷阱

向先生曾在澳大利亚读法律专
业，如今要回国找工作。因为他急
于进行学历学位认证，所以没有选
择到正规认证中心进行认证，而是
添加了一个学历学位认证 QQ 群，
委托群内代办机构办理认证。

经群内好友推荐，向先生加了
QQ 名为“智嘉”的学历学位认证
代理为好友，先后 16 次向“智嘉”
指定的银行卡转账91760元。不料后
来“智嘉”称其权限不足，介绍了
昵称为“老人家”“领航”这两个

“更高层级”的网友。两人主动加了
向先生的 QQ，以相似的手段接收
转账后，将向先生拉黑。其间，向
先生先后共转账 30 次，共计 21 万
元。

拿到原件骗取定金
“换马甲”骗信任

一个网友发帖说，自己留学回
国后，听说上海某机构可以代办学
历学位认证。该公司称其在成都、

北京，甚至英国都设有分公司；同
时也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指定
机构之一。公司还提供了两种方
案，一是先付款后认证；二是拿到
教育部认证编号后再付款。出于谨
慎，该网友选择了后者。随后，公
司以代办认证递交材料途中所需各
种费用为由，向当事人索要定金和
办理手续所需金钱。

但 是 ， 当 事 人 按 要 求 把 钱 交
了，学历学位认证拖了近一年也没

有结果。该网友表示：“钱没了可以
挣，但损失的工作机会却无法弥
补。”

事后，当事人通过网络查询得
知，郑州认证机构 A、北京认证机
构 B 等网站均由上海某机构建立。
该公司采用频繁更换网站及用户名
这一行为，让自己“换马甲”，使海
归找寻代办机构时难辨真假。

如何防范虚假代办
学历学位认证机构

进行学历学位认证，可采取网
上提交或网上提交与书面提交相结
合的方式，通过教育部国 （境） 外
学历学位认证系统进行，步骤简便
而且靠谱，本人亲自办理并不复
杂。如果实在不想亲自办理，那
么，在选择代办机构时要提高警
惕，认真甄别。

在随后的文章中，我们将详细
介绍海归学历学位认证如何规避被
骗风险。

余雪琴:

永远向前全力奔跑
余雪琴:

永远向前全力奔跑跑

疑似骗局例一：

余雪琴在接触区块链领域后决定在相关方面创
业。图为她在办公室办公。

余雪琴在接触区块链领域后决定在相关方面创
业。图为她在办公室办公。

张子宁张子宁

校友经济帮了大忙

海归创业方兴未艾，校友经济如火如荼，各项
措施多路并举，产学研实现深度融合。据北大科技
园副总裁王国成介绍：“截至2017年底，北大科技
园累计孵化海外人才创办的企业300余家。目前在
园的海外人才创办企业达 55家，其中 13家企业已
获得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和天使投资。北大科技园
里相当一部分企业是北大校友创办的，北大校友圈
里也有很多投资人和投资基金负责人，他们则能够
为校友所创办的企业发展持续‘输血’。”

赖力鹏是校友创业的代表之一。他先后毕业于
北京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多年前由北大引进
回国。回国后，通过北大科技园实现了产学研用的
转化，创办了深圳晶泰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晶泰
科技”）。截至目前，“晶泰科技”已经获得腾讯、
真格基金、峰瑞资本数千万元的A轮投资，以及来
自红杉、Google、腾讯的数千万美元B轮融资，成
为全球 AI+制药领域获得融资最高的创业公司之
一。

北京理工大学也积极为校友提供创业平台。据
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郑云介绍：“北京理
工大学拥有众多海外校友，设有海外校友服务平
台。以海外校友服务平台为纽带，北京理工大学科
技园汇聚了一大批留学归国创业的校友。例如，光
电学院 96 级校友、剑桥大学博士孙刚，在北京理
工大学科技园创办了汉朗科技 （北京） 有限责任公
司，实现了多稳态液晶产业化。”

学科＋企业推动海归创业

有些海归回国后直接投入创业，也有一些海归
选择回国后先回高校，边教学边开展科技创新，然
后再根据科研成果转化的需要开始创业。与其他创
业海归相比，身在高校的海归在创业方面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他们往往更注重自己的科研成果与所在
高校学科发展的融合。据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
心副主任陈柏强介绍，该校借助近年来国家促进科
研成果转化的一系列政策，探索出学科性公司科研
成果转化新模式。他们将教师纳入科研成果转化链
条中，鼓励并支持教师依托学科优势在岗组建团队
创业。自 2010 年以来，北京理工大学共创办了理
工雷科 （现上市公司“雷科防务”）、理工华创、

理工新源、理工华汇、理工导航等 15 家学科性公
司，有力推动了学校科研成果转化和学科发展。

在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留
学归国人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2012年在英国
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的黄广炎副教授，回国后将国
际学术的前沿成果与产业发展的需求结合起来，在
柔性防爆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并在学校的
支持下，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方式将创新成果推
向市场。

学校与当地政府合作密切

海归创业不仅要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更要
扎根中国大地，同地方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现在，
校地合作已经成为海归创业与地方发展相结合的良
好形式。

北大科技园目前除了北京本部外，还联合各地
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建具有特色产业聚集效应的地方
分园，在河北省、陕西省、江苏省、浙江省、天津
市、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开办了地方分园。北大科技
园还通过“搭建网络化的平台结构、平台化的流量
入口”，在国内外布局地方分园和专业垂直纵深的
孵化平台，为创业海归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甚至
实现了“飞地孵化”，即项目初始期在北京孵化，
培育成熟后向产业条件匹配的地方园区“移植”。
以这些分园为依托，在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
员会、北京市海淀区政府的支持下，北大科技园已

连续举办 5 届“创启未来”国际青年科技创业大
赛，并建立起筛选、辅导、投融资、资源对接“从
第一步到每一步的双创服务体系”，孵化出佳格天
地、晶泰科技、赛福基因、人加智能机器人等一批
优质项目。

引才生态强调精准引进

海归创业生态是多样的。促进海归创业，引才
是关键。对此，各高校出台了各具特色的举措。外
交学院的涉外创新创业成长营，除了针对港澳台企
业，也对海归企业提供创新创业辅助服务。王国成
对此深有感触：“10年前，我们就对创业海归提供
落户服务、免费住房、子女入学、10万元红包等优
惠政策。现在，创业海归更多了。这时，如果再照
搬之前的优惠政策肯定不行。要想发现、吸引、留
住创业海归，硬件和优惠政策固然重要，但最关键
的是提供能够解决海归创业痛点的服务产品。”

北京理工大学在这方面就有很多支持措施。北
京理工大学人事处处长阎艳介绍说：“学校建立了
灵活的用人机制，通过专职和兼职聘任等方式，将
优秀海归人才引进到布局全国的校地合作平台上。
将海归人才纳入学校人才体系，有利于海归将创新
创业与教学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学校设立了科研成
果转化类的职称序列。对于创业的海归教师来说，
其成果转化的业绩是能够纳入到职称考核体系中
的。”

邓啸林

高校助力海归创业
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

在海归创业潮中，
高校和各地的留学创业
园、海归创业园是主要
平 台 ，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它 们 从 资 金 、 技
术、土地、税收以及个
人待遇等方面予以海归
创业者极大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也
要警惕和避免人才引进
过程中的物质化、货币
化倾向。

海归创业和人才引
进，关键在“人”，要用
好人才，用对人才。如
果过于重视“钱”等物
质条件，“人才”二字就

会变味，创新创业也就
无从谈起。

对 创 业 的 海 归 来
说，为其提供良好的物
质条件固然必要，但除
硬件之外的软环境的作
用也不可忽视。海归能
不能适应环境？人才落
地后能不能留得住？创
办的企业能不能逐步发
展？这才是高校和各地
在人才引进方面需要着
重考虑的。

在当下的海归创业潮中，一方面，各级、各地政府的支持力度颇大，有的地方还出台了一事
一议、因人设岗、上不封顶等政策；另一方面，大学科技园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随着产学研的深
度融合和“新工科”概念的提出，大学科技园在助力海归创业方面也采取了多种举措。

海归创业
关键在“人”

齐 心

吴天琪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许多留学生打算回国就业。求职前，海归需要提供
一份国内教育部门认可的“留学生学历证明”以证实自己的学历学位。该证
明是海归求职之时的必备文件。此时，如果“图省事”或者“不操心”，有些
海归选择委托第三方机构代办此文件。

“图省事”带来的麻烦
急于找工作的时候，学历学位

认证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了。
此时的许多麻烦，出现在和第三方
代办机构打交道时：本来想快一
点、少操心一点，结果却换来了虚
假承诺和“玩消失”。于是，这些纠
纷，就让海归当事人感到实际上是
进入了骗局。

疑似骗局例二：

疑似骗局例三： 链接：
为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推

出简化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程序的步骤，于 2018年 1
月1日起实施。

第一步：登陆国 （境） 外学历学位认证系统，注册申请账
号，填写申请信息。第二步：在线支付认证费用。费用为 360
元每份。第三步：认证申请进行评估。第四步：查询认证过
程，及时补充资料。第五步：领取认证结果并邮寄。

摘编自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

北 大 留 创 园 隶
属 于 北 大 科 技 园 ，
是专门针对北京大
学及其他高校优秀
创业海归的帮扶平
台。图为北大留创
园承办的中关村留
学人员创办企业精
品项目推介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