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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新出发，在沿途“开花结果”2不远万里，丝路更是友谊路

1这项倡议，带来远方的机会

海归创业 责编：孙亚慧 邮箱：sunyahui1129@163.com责编：孙亚慧 邮箱：sunyahui1129@163.com

2019年4月27日 星期六2019年4月27日 星期六

在泉州，郑衍彬所在的顺美集团已实现陶瓷产品
几千万件的年出口量，产品销往全球 80多个国家和地
区。“顾客对陶瓷的需求也在发生转变，从之前简单的
功能性需求到如今更多偏向审美和设计需求，这对我
们的产品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把自己的产品打
造得更符合市场。”郑衍彬说。

顺美公司总经理郑鹏飞认为，要让传统的中国陶
瓷被世界广泛接受，关键要创新发展思路，将传统工
艺与时尚文化紧密融合，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抓住机遇。

传统文化是藏于瓷器中的内核。去年2月，为期1
年的首届“中国白国际陶瓷艺术大奖赛”落下帷幕，
中法两国陶艺家使用德化瓷土进行创作。郑衍彬认

为，这样的形式创新可以搭建一个东西方艺术交流互
鉴的展示舞台，以“中国白”为媒，在立足传统的同
时，吸收国外设计理念。

去年，巩雪桦团队在河北成立了第一个“自然资源
部生态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河北天善环境修复技术研
发中心”，企业的“农林废弃物能源化和肥料化综合利
用”项目在第二届全国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中获
全国冠军。巩雪桦决定继续出发。在他的设想里，未来要
在亚欧大陆和非洲建设10个支点。生物能源企业应该充
分利用在装备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加大与亚非“一带一
路”参与国家的合作力度，实现互利共赢。

日程表上很多计划正在加速推进。在习近平主席
首次宣告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哈萨克斯坦，巩
雪桦将与当地合作建立小麦生产基地，提高小麦产量
和质量；在尼泊尔，农林废弃物能源化技术将为当地
解决山区居民的照明供电问题。

“在一些国家的项目推进过程中，我们也遇到过由
于政局、政策不稳定而带来的困难，但方法总比困难
多。像我们这样的民企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
程中看到了更多的机会，我们也愿意为更多中国企业
走出去牵线搭桥，结伴而行。”巩雪桦说。

他告诉记者，在卢本巴希的项目顺利实施之后，他
们的工程被当地人成为“小光明行动”，他没想到自己所
做的事情会得到这样高的评价，他感到骄傲而欣慰。

“当地人说，我们中国人为卢本巴希带去了光
明。”巩雪桦说。

海归创业是很激动人心的一件事情。
往前追溯 30 年，还没有“海归”一词，那
时候叫“回国留学生”。我在中关村为海归
服务了 20 年，见到过许多创业案例，见证
了海归的成功，也分享了他们的喜悦。

这里成为海归创业首选之地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中关村，联
想、四通、方正、用友等相继应运而起，
王选、倪光南、段永基、王永民们在陋室
中苦战，发明了汉卡排版输入法等关键技
术，全面完成了计算机汉化的技术方案，
带领中国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

改革开放和前辈们的努力也感召了海
外学子，他们不满足于在国外发展的“玻璃
屋顶”，满怀着报国之心、创业之志和反哺之
情，回到祖国大展身手。中关村的科教、人
才、信息和金融等资源全国领先，在 20 多年
前就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服务政策。良禽择木
而栖，大批优秀海归涌向中关村。

读了清华和 MIT （麻省理工学院） 的
张朝阳创办了门户网站搜狐，清华和斯坦
福的毕业生周云帆创办了空中网，中科大
和伯克利博士邓中翰创办了中星微，哈佛
博士俞孔坚创办了土人景观，学音乐的徐
小平在新东方掘金后又创办了真格基金，
韩庚辰的奥瑞金，严望佳的启明星辰，李
彦宏的百度……这些名字，都在中关村获
得了成功。中国的互联网建设、集成电
路、生物医药、高科技农业、海绵城市设
计、搜索引擎等许多新兴产业，海归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

创业是海归人生的华彩乐章

我亲眼所见，回国创业的激情曾
让很多海归夜不能寐。他们来到中关
村考察，与合作伙伴彻夜长谈，迫不
及待地办企业、签合同。但是，创业
的几个要素一定要认真理性评估。

团队是否能够长期合作、优势互

补？技术是否领先并有研发潜力？创业资
金是否足够打底并支持初期发展？产品是
否能占有市场份额？商业模式和企业发展
是否对下一轮风险投资有足够的吸引力？
这些，都是创业者必须要首先考虑的。

即便如此，仍然会有很多变数。内部
步调是否一致，竞争对手超越，新技术革
命……这些都可能极大影响创业结果，这
样的案例在中关村并不少见。

尽管预见到所有可能的困难，但年轻
的海归仍然勇往直前、披荆斩棘。他们把
创业看成是人生的历练，是追求梦想的拼
搏，是自己人生的华彩乐章。在中关村这
个舞台上，海归在拼知识、拼韧性、拼信
念，海归创业的成功给中关村添彩，更助
力了中国梦的实现。

提供政策扶持不断发力

中关村认识到海归的价值，海归认可
中关村的环境。

一直以来，为帮助海归成功创业，政
府在政策环境、人文环境、人才环境和金
融环境上下了不少工夫。中关村管委会组
建了 30 多家留学生创业园，在美国、日
本、欧洲建立了9个海外联络处。这些机构
延伸了政府服务，从海外联络、回国考
察、创办企业，到法律咨询、项目融资、
市场开拓，实行“一条龙”、人性化地全方
位服务。从企业开办费、办公区租金减免
到引进和鼓励风险投资，再到高聚工程人
才评审……这些都极大地方便和鼓励了海
归企业的发展。人才和资金落地了，许多
海归成功了！

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走出国门负笈海
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而逐年增长
的学成归国人数则彰显着海归报效国家的
情怀和决心。

（作者系北京中关村论坛协会秘书
长，曾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1981年赴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并获博
士学位）

本报电（记者孙亚慧） 2019 （第五届） 中国海
归创业大赛 26 日在京正式启动，大赛是在科技部、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致公党中央的共
同指导和支持下，由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留学人员创
业园联盟发起举办的一项专门面向海归的创业活
动，以“汇聚海归英才，助力创新创业”为主题，
旨在深入落实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凝聚社会力量，构建良好生态，鼓
励、支持和带动更多留学人才回国创业发展。

据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留学人员创业园联盟秘书

长郎靖介绍，大赛自2015年首次举办以来，共吸引
1667 个海归项目团队参赛，全国 300 多家留学人员
创业园区、100余所高校以及160多家投资机构和有
关单位参与，开展对接和交流洽谈1300余对次。在
121 个入围决赛的项目中，有 60 多个项目已获得投
资及各类支持累计超过18亿元。

大赛已开启报名通道，参赛者可登陆网站 www.
osechina.com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5日。报
名结束后，将经过项目初筛和专家评审，产生入围复
赛的项目团队。决赛将于9月中下旬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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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惠风和畅，万物生长。
25日—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现在，在“一

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家中，有不少海归创业者的身影。“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巨大机
遇和广阔市场，给予这些海归创业者更多将文化、技术、产品与世界分享的机会。

抖擞精神，青春年华好作为；收拾行囊，留学归来再出发。

位于刚果 （金） 国境东南端高原
之上的卢本巴希，素以有色和稀有金
属矿藏丰富而闻名，也因此而成为当
地最重要的工矿城市。得益于地势
高，气候并不炎热，然而，与很多非
洲城市一样，能源不足是制约其发展
的主要原因。

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的巩雪桦，
2001 年前往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攻读农
业与农村经济。2015 年，他创办了河
北天善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专业从事
农林废弃物的资源化高效综合利用以
及生物质能源项目与炭基农业技术的
推广服务。

创办公司第二年，带着团队成熟
的技术成果与设备，巩雪桦来到了卢

本巴希。借助农林废弃物转化而成的
生物燃气，提高当地的电力供应。

此时，在“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的福建泉州，留法回国的郑衍彬正在
思考如何让家乡文化顺着“一带一
路”的轨迹传播到世界更多角落。

“烨烨宝光开佛土，晶晶白气压丹
梯”赞美的便是德化白瓷。釉色光润
明亮，如凝脂冻玉，早在 18 世纪就沿
着“海上丝绸之路”风靡欧洲，被誉
为“中国白”。这是郑衍彬成长过程中
听得最多的故事，也是他最熟悉的乡
土记忆。

泉州顺美集团可以算得上是德化
陶瓷出口企业中的代表。在顺美海丝陶
瓷历史博物馆，300余件曾经通过“海上

丝绸之路”远销海外的德化白瓷藏品依
旧温润如初。不仅如此，这里还能寻到
些更“年轻”和俏皮的产品，在陶瓷文化
生活馆的国际产品展区，一个陶瓷制成
的迪士尼乐园映入眼帘。这些与国外知
名企业联合开发的卡通陶瓷产品，形态
各异、栩栩如生，为“世界陶瓷之都”增
添了别样趣味。

留学归来，郑衍彬在顺美集团做
起了文创总监，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待
来自国外的客商。八闽之地的青绿画
卷搭配塞纳河畔的落日美景，在这个
年轻人的脑海中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
应：创新传播手段，让德化陶瓷“讲
出”自己的故事，让这份精致和厚重
历史绵延传承，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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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图志

近日，致力于自动驾驶技术攻关
的文远知行（WeRide）携手安庆市政
府，在安庆启动“筑梦号”自动驾驶汽
车公开试乘体验，共同发布“筑梦号”
L4级自动驾驶汽车，并宣布正式对外
公开试乘。

同时，双方有望进一步深入扩大
合作领域和范围，大力推进自动驾驶
车队试运行的落地，使安庆成为全国
率先开通自动驾驶智慧出行示范应用
的城市。今年，文远知行计划在安庆市
正式开展L4级自动驾驶车队试运行，
预计年底规模将达100辆。

文 远 知 行 由 留 美 海 归 韩 旭 于
2017年创立，总部位于广州，在北京、
安庆和美国硅谷有研发运营分部。

锦 燕摄影报道

自动驾驶汽车开进安庆

图片来源：百度

“我们福建的德化陶瓷早在宋元时期就成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郑衍彬
语气中满是自豪，“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
出，我们陶瓷企业正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让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流，助力中华文化及
其产品‘走出去’。”

捏、塑、雕、刻之间，穿越千年的中国智慧
历经岁月雕琢，精巧而迷人。

数据显示，去年 1—5月，德化对“一带一路”沿
线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有过出口业绩，涉及企业 90
家，出口额达到1342.96万美元，同比增长41.2%。

郑衍彬记得，自己带队参加德国法兰克福礼品
展时，德化陶瓷的展台前引得许多外国参展商和顾
客频频驻足。白瓷捏制而成的瓷花，牡丹、菊花……
花样逼真，技艺精巧。“不少外国客人非常惊叹，说
这些瓷花的做工太精致了，烧制得非常精美。”郑衍
彬说。

远在刚果 （金） 的巩雪桦，通过农林废弃物
的转化和资源化，解决了当地民众部分生活和生
产用电问题。从广袤无垠的非洲回到亚洲，他把
下一站定在了斯里兰卡。

拥有分明的旱雨两季，同样掣肘的电力不
足，巩雪桦决定与当地渔业部门合作，“生物燃气
可以发电，也可以直接变成热源利用。这为当地
的鱼产品烘干提供了解决方案，也能够实现无害
化处理。”巩雪桦告诉记者。

“‘一带一路’倡议给各国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福祉。我们带着高新技术走出去，把优质资源
引进来，搭建新的模式，不断为世界贡献新的智
慧，打造一个创新型平台。”巩雪桦认为，民营企
业受益于自己的灵活性，能够涉及诸多领域，可
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亲历

“出海”“回国”“再出海”，让他感慨良多，“中国
企业所到之处，受到广泛欢迎和关注，这让我们
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这是我们最大
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