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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独门绝技”
创客现场寻觅知音

历届创业大赛的核心环节，都集中于新技术的
产业化应用，大赛会场上可以看到许多“怀里揣着
宝贝”的创业者。

新疆自然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于 2018
年 3月注册成立的海归创业企业。在成立公司之前，
创始团队经多年研究，开发出一种新的污水处理技
术。

邹湘剑是净美公司副总经理和工程师。据他介
绍，净美公司的污水处理技术全称是“水能生物反
应器”污水再生技术，已经拿到了国家专利。“传统
的污水处理方法需要开挖大管网，占地面积大，建
设周期长，资金成本高；我们的新技术具有投资
少、占地小、能耗低、市场需求广等特点，能将生
活污水中90%的污泥处理掉，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
活污水处理技术之一。”邹湘剑说。

“我认为我们的创业项目兼具了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是解决目前因发展带来的环境问
题的重要技术手段。目前，各地政府都在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力争再现绿水青山。希望通过我们
的技术，把生活污水变成城市的第二水源，这也是
我的理想和初心。”

虽然技术已经相对成熟，但公司仍在摸索市场
推广。

“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是民生工程。我们希望通过
对新技术进行市场化运作，使生活污水处理变成一
项可盈利的商业活动，这样既能让政府摆脱巨额的
财政负担，又能变废为宝、创造价值。”

在比赛现场，参赛者同时也在寻求合作伙伴。
“目前，我们希望释放 15%的股权，融资 500 万

人民币。”
邹湘剑所在的公司创建不久，现在的主要问题

是如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并逐步实现盈利。他
们计划以公司所在地的大学为切入点，然后再逐渐
将产品推广到全国各地。

以比赛为平台
海归寻求业务扩展

本次大赛的海归创业项目集中于电子信息和互
联网、生物医药和大健康、先进制造和现代装备、
新材料、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也有几家海归
创业企业来自文化创意和现代服务领域。在入围决
赛的 31个项目中，有两个项目属于文化创意和现代
服务，“职问项目”即是其中之一。

“职问项目”来自北京凯为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凯为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为职
场年轻人和企业提供职场资讯、社交平台及培训服
务的职业发展平台。

沈锐怡是凯为公司 CEO 助理，据她介绍，“职
问项目”是凯为公司为职场年轻人打造的专业化职
业发展平台。她说：“通过向高校学生提供精准的媒
体资讯和在线教育服务，帮助他们获得职业技能和
就业信息，提高职场竞争力。我们既是连接用人单
位和年轻求职者的桥梁，也是一个职业技能培训和
求职辅导平台。”沈锐怡接着说：“我们通过创业园
区提供的信息知道了中国海归创业大赛，并在园区
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初审进入了复赛环节。”

对于一个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企业来说，扩大
业务规模是当务之急。据沈锐怡透露，公司在今年6
月份完成了一轮融资，目前已经具备了良好的盈利
能力。

但市场扩张的速度更快。“公司的运营员工大约
80 人左右，现在的办公室已经快坐不下了。我们只
好去申请在北京理工大学创业园区的场地。随着市
场份额的扩大，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开展业务
并对技术进行研发和升级，同时还需要加大新媒体
传播的力度。这都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这是我们
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沈锐怡如是说。

在谈到公司的发展前景时，沈锐怡非常自信：
“在完成技术研发、人才拓展之后，我们的目标是把
业务扩展到所有高校。依托互联网提供在线服务是
我们的优势，因此未来我们的服务可以覆盖到世界
各地的留学生群体。”

希望通过海归创业大赛这个平台推介自己，也
为进一步获得政府的支持和新一轮融资做准备，这
是许多参赛海归创业企业的初衷。

初创企业活跃
急切谋求多方合作

据中国海创园联盟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大赛

期间举办的项目接洽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前
来参会。投资人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有强烈的
合作需求。接洽会与赛场对接，趁热打铁，可以在
技术、人才、投融资、产品等方面进行洽谈。“比如
在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可以通过洽谈会拓展合
作，寻找合作伙伴。”他补充说，“洽谈区按照行业
划分，如想联系企业可通过服务台直接查询电话号
码。对企业来说，大赛也是一个交流的好机会。”

刘琳是淘课 （北京）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
人之一。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推广 PTE——学术英语
考试，并提供线上教育服务。“淘课”公司是个“新
生儿”，今年5月底刚刚成立，7月公司产品就进入了
市场。

刘琳在中国海创园联盟里有很多朋友；通过朋
友们，他知道了这个大赛。

在创业之前，刘琳已在国外从事了十余年的语
言和教育培训工作，非常了解市场情况和自身优
势，“公司的产品研发与制作比较成熟，创业团队成
员拥有非常丰富的从业经验。准备这个项目我们花
了一年多时间，期间还获得了北大校友会的支持”。

虽然企业刚刚进入市场，业务规模还不大，但
是“淘课”公司已经有了生意，“目前已经有大学同
意采购我们20万元的教育产品”。

作为一家教育科技公司，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市
场切入点来彰显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但一个的新的
切入点也往往意味着需要培育市场。

“国际公认的三大英语水平考试是托福、雅思和
派特 （PTE）。在以新东方为首的国内教育培训机构
的宣传和推广下，雅思的市场份额已经占到了国内
市场的70%。而我们则希望从派特这一更具优势的考
试入手，开辟市场。”他说：“国外相关机构对派特
的认可度很高，比如在澳大利亚，考雅思的人几乎
为零，几乎都考派特。而且，相对雅思而言，考派
特的成本更低”。

“这是我们公司的独到之处。”刘琳这样判断。
“作为初创公司，通过获得市场份额来站稳脚跟

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但目前情况下我们无法开展
B2C 业务，一方面是没有这方面的人力资源和资
金，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教育产品和服务还没有被广
大消费者所熟知。因此，我们在积极寻求与其他企
业的 B2B 合作，通过其他企业来扩大我们的影响
力。”他坦言。

“而这次中国海归创业大赛暨项目接洽会是一个
非常好的资源平台。”

刘琳接着说：“我们公司是一个依托于互联网技
术的教育公司，横跨电子信息与互联网领域、文化
创意与现代服务领域。参加大赛的目的是希望与寻
找相关项目的企业展开 B2B 合作，比如资源和市场
信息的共享。”

谈到未来的发展目标，刘琳说：“我们的主要目
标是能获得足够大的市场份额，以自身优势和那些
已经发展多年的教育培训机构竞争。”

机缘巧合
选择回国创业

“我本来只是想回国旅游，没想到就留下来创业
了。”刘挺笑着说。

2013年，刘挺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并在巴黎找到
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工作谈得八九不离十了，他便想
回国一趟，到心仪已久的几个城市旅游。

刘挺 2009 年本科毕业后，便出国学习计算机专业。
留学期间，他创立和参与了一些项目，主要做数据库的
研发及销售。趁着回国的机会，他和国内一位该行业的
资深人士进行了一番交流，没想到这次见面，让刘挺留
了下来。“如果创业失败了，还可以再去找工作，工作总
能找到的。自己才25岁，应该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年纪。趁着年轻，拼上几年，大不了失败后再找工作。”
刘挺说。

于是，刘挺辞去巴黎的高薪工作，开始了回国创业
之路。

走过弯路
创业终入正轨

刘挺的创业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创业之初，他遇到
的最大困难是找不到创业方向。

创业的头两年，刘挺都在走弯路。“一开始，我想做
一个广告网站，通过卖广告盈利。”光是建网站，便花了
他好一番功夫。网站做出来之后，终于开始运营。但是
刘挺逐渐意识到，广告网站靠的是流量，更注重运营，
而且广告变现风险较大，盈利慢。“我就想，这样的网站
并不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我又拿什么和人竞争？”

刘挺渐渐明白，创业一定要看准方向。他放弃了广
告网站，开始转攻自己擅长的大数据获取和分析。果
然，转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后，仅仅半年，公司就扭亏为
盈了。

刘挺强调，创业要盯住自己的方向，不要盲从。“每
个行业都有竞争者，也有许多替代者。创业者一定要清
楚自己擅长什么。我本人学的是计算机技术，在技术方
面比别人更强一些，那我就专攻这一方向。”

把握优势
不断积累技术

确定了正确的创业方向，公司开始盈利，这更坚定
了刘挺要把握好自己的技术优势的决心。

刘挺本科是数学专业，出国留学时选择了计算机专
业。他所在的学校要求理论和实践并行，既要有课堂学
习，也要有校外的实习经历。留学期间，刘挺有过 4 份
实习工作，这 4 份实习都与软件编程有关，他在实习中
积累了不少经验，为之后的创业打下了基础。

“在学校的课堂和实习的实验室、公司里的经历，让
我有机会学习如何做研究，如何把学到的技术运用到工
作上。经验慢慢地累积起来，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刘挺说。

现在，刘挺专注于大数据获取和分析这一方向，继
续做技术攻关和技术累积。“如果要将整个操作系统建立
起来，需要许多的工具和配套设施，加起来难度比单独
做技术要高。”

另一方面，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为了吸引更多客
户，刘挺也开始注意市场营销。“有了技术之后，下一步
就是如何寻找目标客户，如何让目标客户知晓我们公司
和我们公司的产品。我们尝试了多种方法，线上、线下
的都有。”比如，公司推出了付费的多功能版互联网产
品，同时推出免费版本，吸引客户关注。刘挺计算了转
换率，大概每10个下载量便会带来一个合同，其中还可
能会有部分人和公司达成正式合作。

“互联网产品最注重的是技术。技术上高人一等就有
优势。我觉得自己的优势在于技术，就坚定地往这个方
向走。当然，所依赖的技术要足够强，如果技术水平较
低，可替代性太强，就容易被别人顶替。”刘挺如是说。

中国海归创业大赛自2015年开始创办。前三
届分别在济南、芜湖等地举办。今年第四届大赛
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全称为“中国海归

创业大赛复赛、决赛暨项目对接洽谈会”。此次
大赛规模更大，参赛项目质量更高，吸引了全国
各地609个海归创业项目团队参加比赛，其中161
个项目团队入围复赛。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31
个项目团队入围决赛。

大赛的特点是比赛和项目接洽会同时进行。
参赛企业既要在赛场上比拼，又可在接洽会场寻
求合作，还能现场观摩学习。

中国海归创业大赛暨项目接洽会汇集了不同

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海归创业企业。与会期
间，企业既阐释自身优势，同时也能相互交流，
取长补短。

在一大批参赛或与会的海归创业企业中，既
有希望获得融资并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新技术公
司，也可以看到文化创意与现代服务业公司，还
有积极寻求商业洽谈的教育科技公司。借机寻求
商业合作，解决自身发展难题，是他们共同的目
标。

■ 刘挺，巴黎大学硕士，北京询达数据科技
有限公司CEO，天津挺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
北京果蝙蝠科技有限公司CEO，从事数据挖掘和分
析已有十数年。他认为，创业者要认准自己的优
势所在，看准发展方向。

刘挺：

看准方向
方能尽显优势

曾宣宣

2018年9月16日，由中国技术

创业协会留学人员创业园联盟 （以

下简称中国海创园联盟） 主办、烟

台市人民政府承办的中国海归创业

大赛复赛、决赛暨项目对接洽谈会

在山东烟台落下了帷幕。技术和创

新，始终是大赛的主题，呈现出明

显的“长尾效应”，带动了诸多相

关需求。

从创业大赛
看当今海归发展诉求

张龙成 文/图张龙成 文/图

延伸阅读

中国海归创业大赛

左图：企业代表在
接洽区进行沟通。主办方
为前来参会的企业专门
设立了一个接洽区，并按
行业和领域进行区分。

图为电子信息和互
联网接洽区。企业代表可
以通过服务台查询自己
感兴趣的企业联系方式。

左图：虽然大家
都表示参加大赛的目
的是“重在参与”，
但现场的获奖者仍抑
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在场地外拍照，把照
片传播给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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