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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创业
关键词：民办教育

受访人：杨文 (创业 21 年)
全国政协委员 山东英才学院董事长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1992 年，杨文从英国诺丁汉大学毕业，她主修的是幼儿英语教
学法。6 年后，杨文正式创办了山东英才学院。归国创业 20 余年，从
教育者再“变身”成为创业者，杨文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国民办教育
的发展历程。
“2019 年，我们将以坚持创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为目标，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的人才，为国家建设
和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继续遵循教育规律，坚持改革创新，办让人民
满意的教育。”杨文说。
2018 年 8 月，司法部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修订草案）（送审稿）》，兼顾了办学者的多元诉求，也为政策细化
留下了通道。杨文认为，一个健康、规范的民办教育行业，才能够真
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杨文谈到，“‘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这就要求我们要加
强对学生就业创业的指导和帮扶，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激
发他们的青春活力，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奉献社会。”
教育“出海”，也是杨文在 2019 年十分看重的方面，“坚持开放
办学，加强校企合作，同时，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落实国际本科学
术互认课程 （应用型） 项目，扩大与欧美、港澳台等地区高校的合
作，为学生出国留学、开阔国际视野提供平台。”杨文介绍说。

受访人：丁佳 (创业 11 年)
开元周游集团联合创始人
2008 年，完成了在德国的学习和工作的丁佳，回到祖国。谈及
11 年前的选择，他说，得益于改革开放和国家对海归创业的扶持，
他的公司才能迅速地实现如今的发展，“我们幸运地赶上国家伟大复
兴的浪潮”。
他所从事的旅游业，是国民消费实力的缩影。
中国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游客源国和第四大入境游
接待国地位，在世界旅游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出国游”的人
越来越多，为他们制定旅行方案、提供旅游服务，丁佳的生意也日
渐红火。
新的一年，丁佳看到了更多的创业机会，“2018 年，我们在长江
经济带筹备建设南京办事处，今年将配合上海分公司正式运营；2018
年，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腹地广州设立了分公司，今年将继续推动业
务下沉，辐射到周边城市。与此同时，我们也准备寻找时机在河北雄
安新区设立办事处、服务于京津冀一体化。”谈及新年规划，丁佳信
心满满。
“我们将继续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坚持‘走出去’。”丁
佳说，“在此之前，我们的业务主要在西欧，今年，我们将在中东欧
地区开拓更多资源，利用海归优势为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经济、文
化、体育等方面的交流搭好平台、做好后勤。”

关键词：服务留学生

受访人：高宇同 (创业 6 年)
中国留学生在线学费支付平台易思汇联合创始人
出生于 1994 年的高宇同，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
院。今年刚满 25 周岁的他，却已经拥有了 6 年“创龄”。不同于很多
留学创业者关注“语言培训”“中介机构”，“留学后市场”赋予了他
创业之初的灵感。
“‘留学后’指的是从学生拿到录取通知到毕业前的一段时
间。”高宇同介绍说，“与传统留学市场相比，‘留学后市场’拥有更
长的市场周期，从客单价、购买频次及潜在用户群体来看，市场潜力
很大。”瞄准这一市场的高宇同，想要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更便捷的金
融服务。“今年，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总量将接近 200 万人。国家已
经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鼓励留学生归国创业。而有过留学经历的
人最了解留学生群体的需求，也能为留学生群体提供更加周到的服
务。”高宇同说。
为了解决“留学生办卡难”的问题，去年 8 月，高宇同的团队与
多家银行、国际信用卡机构合作，推出了“Evoke 留学生信用卡”，
留学生出国前即可办理该卡。“新的一年，我们将在全球布局 3000 家
特约商户，这些商户分布在留学生常去的地方和大学附近，每个商户
拥有 7-9 折的消费减免。同时，我们也将结合各大学的政策，给留学
家庭定点推送折扣商品，帮助学生节省预算、更好地适应留学生
活。”高宇同说。

关键词：环境保护

受访人：骆建明 (创业 15 年)
北京国环莱茵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我们环保创业者来说，很明显
地感受到中国的环保产业已经进入‘黄金期’，也见证了国家环保事
业的迅速发展。”骆建明感慨地说。
1993 年公派到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进修的骆建明，听过许多
鲁尔区调整结构产业、雾霾变蓝天的故事。十几年后，当“PM2.5”
的概念开始为中国民众知晓时，他意识到，环保产业会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环保类上市公司数量已超百家，总市值超
过 1.1 万亿元人民币。”骆建明给记者列出了一连串的数字，难掩兴奋
情绪，“有了政策支持，2015 年我们第一次得到了银行 300 多万的贷
款，并正式在新三板挂牌，当年的营业额从前一年的 300 多万增至
3000 万，增长 10 倍。2016 年的营业额是 7000 多万元，2017 年是 1 个
多亿，发展步伐之快，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
国家大力扶持产业，给了他足够的底气。骆建明坚信，随着环保
意识的增强，社会各界将会更自觉主动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对公众来说，从垃圾简单分类、自带购物袋再到低碳出行、绿
色共享，越来越多的人身体力行助力环保。于我们环保企业而言，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同时学
习国际先进环保技术和理念、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在这个时代更加具
有非凡意义。”骆建明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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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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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亚慧

新年伊始，本报记者采访了 8 位行业不同、
创业时间不同的海归，听他们谈对于 2019 年的展
望与畅想。

关键词：非遗传承

受访人：刘雅 (创业 4 年)
湘绣传承人 长沙湘女湘绣公司董事长
“传统文化不应保守、守旧，也要有创新意识。保持自己的新鲜
度和优势，避免同质化，这是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传承下去的关
键。”刘雅对记者说。
留英回国的刘雅，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湘绣的传承人柳建新。2006 年，刘雅辞掉自己在外资银行的工
作 ， 接 过 了 传 承 湘 绣 技 艺 的 接 力 棒 ， 学 习 技 法 、 穿 针 引 线 。 2015
年，她在长沙创办了自己的湘绣公司。
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扶持政策，让刘雅看到了“春
天”。谈及新年打算，她认为，要“创新”也要“守真”。“传承人不
只要坐守，还得有传播能力，创新传播技巧，让更多年轻人和孩子了
解非遗文化。同时，既要看到市场，也不能过度商业化，要保持住自
身本真的东西，修炼‘内功’。”刘雅如是说。
身为非遗传承人，刘雅经常受邀参与传统文化的出国展示。她认
为，在政策支持的同时，传承人自己也要积极“走出去”。“任何时代
的创新都是在融合中进行的，传承要在发展中传承，所以要眼界开
阔。手艺人要多参与国际传播，展示中国传统技艺、文化和作品，不
只展示给外国人看，也是给很多在海外生活的华侨华人一个了解祖国
文化的机会。我们也在探索，希望找到一种更容易被外国人和海外侨
胞接受的方式来展示中国文化，‘出海’需要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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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再生医学

受访人：袁玉宇 (创业 11 年)
全国人大代表 广州迈普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8 年，在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生物工程系获得博士学位的袁玉
宇，回国创办了国内首家应用生物 3D 打印技术开发植入医疗器械的
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精准医学服务。
“2019 年，我们要练好内功，以更好的技术和产品赢得市场，以
更稳健务实的心态谋求发展。”袁玉宇说。
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
持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为经济社会发
展打造新引擎。在袁玉宇看来，用创新点燃科技强国引擎，就要更加
注重技术创新，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我们会继续加大产品研发力
度，扩大创新产品布局。在立足神经外科、妇科泌尿外科等基础领域
的同时，进一步将研发拓展至大外科、口腔科、生物 3D 打印等全产
品线。”袁玉宇畅想公司的前景“聚焦‘再生医学’领域，开展细胞/
干细胞 3D 打印、肿瘤模型体外构建等前沿研究，为肿瘤药物筛选、
组织损伤修复等提供有效手段。”
2018 年 12 月 24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 《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
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推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等系列举措，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袁玉宇相
信，新的一年，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系列创新驱动战略相关
政策的落地，他的团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关键词：科技城

受访人：吴玉华 (创业 8 年)
上海长三角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2018 年 11 月 5 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的主旨
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正式宣布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
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科技城列入长三角一体化‘先行先试’的引
领项目，迎来了新的曙光。这是我们长三角科技城的荣幸，也是我们
长三角科技人的骄傲。”吴玉华兴奋地说。
1995 年毕业于德国济根大学的吴玉华，在谈及新的一年时满怀
期望。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无疑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发
展前景。
打造崭新的跨省界平台长三角科技城，为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国家
战略做出有益尝试，吴玉华认为，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留学归
国人员应该发挥所长，积极服务于国家建设。总规划面积为 87 平方
公里的长三角科技城，像一座拱桥，连接上海市枫径镇与浙江省新埭
镇，花费了吴玉华和他的团队 7 年多的心血。今年，随着长三角一体
化建设不断深入，长三角科技城被确定为率先探索和建设的第一个跨
省市融合创新实践区域。
吴玉华用“一个突破”和“五个统一”来总结自己的新年展望。
“‘一个突破’是指突破行政藩篱，实现区域资源的有机共享和最佳
利用，打造沪浙融合发展新标杆；‘五个统一’是指统一规划、统一
建设、统一招商、统一管理和统一运营。”吴玉华说。

关键词：媒体合作

受访人：凌云 (创业 1 年)
北京深思云天科技创始人
“2019 年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年，也可以说是海归的幸
运年。‘转型’需要对外界主流需求有深度了解，也需要有将‘了
解’转化为创业动力的激情。海归恰逢其时，可以发挥自身‘内外兼
修’的优势。”凌云坚定地说。
2006 年，毕业于美国雷鸟国际工商学院的凌云回到祖国。在美
国工作 9 年后，她开始了在国内新的征程。
去年，凌云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在 IBM 和华为工作时
常与媒体打交道的她，选择继续深耕新媒体领域。她用“混血儿”
来形容自己创办的深思云天：通过大数据与围绕用户驱动的内容创
新力相连，将海归的报国热情融合在与资深国际媒体专家团队的创
业合作中。
每个海归都可以成为对外展示中国自信形象的代言人。凌云认
为，海归应该承担起“民间外交”的责任。
“新的一年，我们想通过‘真实的人物故事’来增进国际社会对
自信中国的认可与理解，加强与海外新媒体和主流媒体的合作，在国
际新媒体社交平台上，讲好‘中国文化的故事’。”凌云告诉记者。
“2022 年，北京将举办冬奥会，这是我们用‘歪果仁’听得懂的语言
讲述中国文化的好机会。北京的冬季文化、中国的新年文化，包括来
自运河沿岸的趣事奇闻，这些都有可能引发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