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是深圳最醒目的特质标签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发布《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深
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
意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叠加”
的重大历史机遇为广大海归朋友所看好，
在深圳创新创业的信心更坚定了。

“创新是深圳这座城市身上最鲜明的
特征、最醒目的标签。”闫先生是一位留美
海归，他于2013年回国发展，此后选择了
在深圳从事风投工作。在他看来，深圳是
创业者的天堂，“相对于国内其他大城市，
深圳更开放包容，同时崇尚拼搏文化，是
一个令人敬仰的城市。”在当天下午举行
的项目路演报告会上，闫先生看好的路演
项目有好几个，他认为“双区叠加”的优势
将为深圳插上腾飞的翅膀，同时给海归带
来更多机遇，希望携手项目方，共享新时
代机遇。

“深圳是最适合海归创业的城市，深
圳也是最容易诞生创新工匠的地方。”在
当天上午举行的海归创业经验交流会上，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陈宁受邀作《不忘初“芯”》主题演
讲，其深耕人工智能技术，助力平安城市
构建，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和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添
砖加瓦的初心深深感染着现场每一个海
归。5年前，陈宁选择了深圳，而这座城
市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等也成就了今天
的“创客”陈宁。历经5年发展，云天励飞
已成长为深圳本土AI独角兽企业。他坚
信，在新时代，云天励飞将迎来更多发展
机遇。

在深圳，成功创业的海归数不胜数，
云天励飞仅是其中一个典型。除此之外，
朗科、迅雷、华因康、柔宇科技、光峰光电、
光启、华大基因、诺康医疗、华傲数据、奥
比中光等一大批海归企业，都是深圳自主
创新与产业提升的重要力量。

英国海归从安徽赶来参会

“我目前正在深圳创业，在组建团队
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初创型企业应把
主要精力放在技术研发上，还是市场拓展
上？”……在海归创业经验交流会上，参加
活动的海归就自己在创业过程中碰到的
问题密集向与会嘉宾发问。与会嘉宾都
是极负盛名的创业者或有丰富经验的海
归创业辅导师，他们从自己的创业实战出
发，结合自身创业经验对海归小伙伴提出

的问题一一作出解答。留日海归梁小姐
深有感触地说：“听了与会演讲嘉宾的创
业经验分享，很受启发。在创业路上，除
了要埋头苦干，还要多思考，将国外所学
知识与国情市情紧密结合起来。”

目前，心血管疾病监测与诊断市场需
求强，空间大，苹果、谷歌等科技巨头都纷
纷插足。而在深圳就有这么一家专注心
脏健康、具有海外背景的AI医疗科技公
司“旭宏医疗 Semacare”。公司创始团队
由来自世界各地创新医疗软硬件研发专
家及市场营销人员组成，在中国、澳大利
亚以及美国与多家顶级学府及科研机构
紧密合作。在去年 11月，公司参加了第
七届中国（深圳）海归创业大会，为众多投
资机构所看好，并于今年2月获得了元真
价值投资的千万级 Pre-A融资。公司创
始人王博洋在与海归朋友分享创业团队
故事时，满怀感恩地说：“风好正扬帆，借
助海归创业大会的平台，公司实现了跨越
性发展。”

森博机器人、音乐火锅、便携式生命
急救系统、一体化全景 VR 云解决方案
……在项目路演报告会上，10个优秀项
目展示的特色亮点和发展前景，让专程从
安徽赶来寻找商机的留英海归储先生大
呼过瘾，“我对当天路演的科技类、智能教
育类项目都很感兴趣，希望今后和他们有
更多的对接和交流。”小储在英国留学时
就开始创业，回国后一直从事风投工作，
得知深圳举办海归创业大会的消息后，他
马上打“飞的”来参加，一来看好深圳创新
创业环境，期待与深圳海归项目进行有效
对接，二来也希望学习深圳的经验，以后
将在安徽举办类似的海归创业大会。

历届对接项目
融资超过2.6亿元

本届海归创业大会由市侨办、市侨联

主办，市海归协会承办，这是我市侨务部
门连续八年搭建平台，帮助来深发展的海
归走上创业的“成功之路”，助推“海归经
济”发展。不少海归朋友，通过这个活动
取得了初步成功。据统计，过去 7年，大
会共吸引超过 8000人次参与，为海归创
新创业项目对接融资超过2.6亿元。

长期以来，深圳侨务部门把服务留学
人员作为工作重心来抓，打造了“深圳市
海归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海归创业大会、
海归创业项目路演报告会、“侨青·海归家
族企业传承研修班”等品牌，同时支持我
市海归组织举办海归人才专场招聘会、海
归金融创新论坛等活动，在全省乃至全国
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希望广大海归人才自觉学
习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把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
伟大事业之中、融入民族复兴的
伟大历程中，把个人价值和社会
价值有机结合，投身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和先行示范区建设，为广
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当好两个重要窗口’，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应有贡献。”中国侨联兼职副主
席、广东省侨联主席黎静在海归
创业大会致辞时对广大海归人
才寄予厚望。

深圳冬夜，暖流涌动，霓虹
闪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擘
画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新蓝图，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叠加”
的重大历史机遇更让海归朋友
们踌躇满志，大家发挥优势，为
先行示范区建设贡献智慧和力
量的热情更高涨了。

相关评论

11月22日，由深圳市侨办、市侨联
举办的第八届中国（深圳）海归创业大
会紧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围绕

“双区驱动”的重大历史机遇，增强使命
担当，发挥侨务工作优势服务全市改革
创新，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海归创业大会成为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次动
员。上个月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胜
利召开，第八届中国（深圳）海归创业系
列交流活动第一时间向广大留学归国
人员传达了全会精神，“中国之治”的丰
硕成果和“中国之制”的生动注解让在
场的广大留学归国人员为之振奋，增强
使命担当、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
大家的共识。

海归创业大会再次引爆了广大留
学归国人员的创新创业激情。海归是
深圳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深圳已累计
引进留学人员超过13万人，光启、华大
基因、云飞励天、诺康医疗、华傲数据、
奥比中光等一大批“留”字号企业，已成
为深圳自主创新与产业提升的重要力
量。大会上，从海外高层人才陈宁到去
年参加项目路演的嘉宾王博洋，一个又
一个来自身边的创业典型充分展示了
深圳人敢闯敢试、攻坚克难、坚韧不拔
的创新创业精神，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先行示范区的重大机遇下，广大留学归
国人员积极投身创新创业实践的热情
更高了。

海归创业大会织起了深圳扩大对
外开放、促进友好交流的金丝带。参加
海归创业大会的广大留学归国人员有
的长期在深圳工作生活，有的来自省内
省外，还有人专程从国外回来参加活
动。在深圳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路上，
海归创业大会有助于推介深圳靓丽名
片，推动深圳加强与国际城市在教育、
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海内外城际友好合作，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海归创业大会更是发挥侨务工作
优势、服务全市改革创新发展的务实之
举。集创业经验分享、项目路演、众筹
融资等功能于一体的海归创业大会精
准把脉海归人才的需求，为海归人才提
供了创业所需的全链条服务，加快推动
海归项目转化落地、催生了海归经济发
展。据不完全统计，7年来，海归创业大
会共计吸引超过 8000 人次参与，为海
归创新创业项目对接融资超过 2.6 亿
元，用行动证明这是服务全市改革创新
发展中心大局的务实之举。

（深圳侨报记者 谢青芸）

“双区”驱动下
再次引爆
海归创新创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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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先行示范”东风激发 海归创新创业新活力
——第八届中国（深圳） 海归创业大会侧记

深圳侨报记者 柯东波

创业经验分享、项目路演推介、妙语
连珠回答专家评审团的尖锐提问……11
月22日一大早，五洲宾馆华夏厅就被从
全国各地赶来的海归挤了个满满当当。
这天恰逢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鹏城没
有一丝寒意，第八届中国（深圳）海归创
业大会的举办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熊
熊火焰将海归小伙伴们创新创业的热情
燃烧得更旺。

共享新时代机遇 助力海归成功创业
——听听海归创业大会上的大咖分享“创业经”
深圳侨报记者 谢青芸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速推进，深圳正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叠加”的优势让深圳吸引海归人才“磁
场”更强，引进海外留学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如何引领海归扎根深圳，共享新时代机遇？在11月22日上午举行的海归创业经验交流会
上，主办方邀请云天励飞董事长兼CEO陈宁，达晨财智高级合伙人邵红霞，旭宏医疗CEO王博洋，AUTO X创始人、MIT博士肖健雄，
分别以《不忘初“芯”》《大洗牌时期的生存法则》《海归创业与创新》《2020：无人驾驶的新时代》为主题作演讲，分享海归创业故事、创业
企业生存法则及行业趋势等，干货满满的介绍让在场观众感叹受益匪浅。

“2014年，一部关于拐卖儿童的电影《亲爱
的》，让我们坚定了‘用人工智能，让天下无拐’
的目标，也正是奔着这个目标，云天励飞开发了
基于人像识别和大数据技术的城市天眼——
云天‘深目’平台。”陈宁透露，基于对行业的
深入洞察，云天励飞将自主研发能力与行业
实际应用场景深度融合，过去五年多的时间
中，公司在视觉城市大脑领域做了一系列产
业化落地探索，“我们的视觉大脑在北京、上
海、深圳、杭州等近 100个城市都有产业化的
落地，覆盖了机场、地铁、社区、大型商超、
火 车 站等智慧城市的生活场景，也服务了
G20、APEC、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重要会议和

重要工程。”
今年 9月，科技部科技创新 2030——“新一

代人工智能”重大项目2018年度项目公示，云天
励飞作为唯一一家民营企业，与清华大学、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等高
校和科研院所牵头承担的 33个项目通过公示；
今年 11月，云天励飞正式发布了自主可控的神
经网络处理器芯片——云天初芯 TMDeep⁃
Eye1000、以及芯片即服务——人工智能“星云”
生态战略。陈宁透露，在深圳“双区”驱动的背
景下，深圳企业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深圳创
新和务实的城市特质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圳走
出来的企业都是靠产品取胜。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CEO陈宁：

深圳企业“走出来”
都是靠产品获胜

“当前受中美贸易战持续紧张的影响，全球
经济增速放缓，投资机构项目上市不赚钱了，基
金到期清算不了，出问题的项目也多，不少基金
销声匿迹，感觉好像回到了 20年前我刚开始做
投资的时候；资本的寒冬也让创业企业面临市
场不买账、招人才难、现金流紧张、研发周期长、
市场竞争激烈等问题。”在创业大会上，有着“投
资界的募资女神”之称的邵红霞，从创投的角度
为在场的投资者和创业者传授了“干货满满”的
生存法则。

邵红霞透露，在资本寒冬、洗牌加剧的条件

下，创投机构要回归安静、追问本质，投资方向
重点放在硬科技和新消费上。而创业企业则要
敬畏周期，重视现金流，公司账目上至少要有能
维持 12个月的现金流；抓紧融资、多备粮草，多
数投资都是锦上添花，不要指望雪中送炭；潜心
主业，持续学习是企业保持生命力的正确之路；
组织再造，进化企业，提升公司的抵抗力。

尽管当前市场变化大、投资机构生存困
难，但邵红霞认为，严冬其实也是孕育好企业
的好时候，穿越严冬，企业就能迎来最好的发
展时机。

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邵红霞

创业企业要潜心主业
重视现金流

“今天非常荣幸再次回到这个舞台，与大家
分享创业经历。”2018年，王博洋曾以海归创业
者身份参加了海归创业大会的创业项目路演，
并通过这个平台结识了他的股东——元真价值
投资。今年，当再次回到海归创业大会时，王博
洋已成为海归成功创业的典范。

王博洋具有 10余年国际医疗行业从业经
验，曾就职于迈瑞医疗海外营销部门，任阿
根廷分公司总经理及澳大利亚分公司总
经理。2013 年年底家中一位亲戚突发心脏
疾病，让他开始关注心脏健康领域，并决
定创业，为心血管领域提供“硬件 +软件 +

诊断 +管理”的整套甚至充满新思路的解
决方案。

王博洋透露，作为初创企业，旭宏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也面临着找人、找钱、找方向的问题，
所谓方向就是不断磨合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关
系。在这个过程，旭宏医疗也曾经历三次坎坷，
庆幸的是每次坎坷，团队成员都是志向统一，正
是凭借着这份毅力和愿望，最终研发了旭宏医
疗硬件产品——“智心贴”，既获得投资者的青
睐，也获得到了国内顶尖医院院校的认可以及
合作。“我想告诉创业者，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
要不忘初心，打好根基。”

深圳旭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CEO王博洋：

创业企业要不忘初心
把根基打好

“几十年前，无人驾驶只能在科幻电影中看
到，如今随着传感器技术飞速发展，无人驾驶技
术越来越成熟。”在创业大会上，肖健雄用“3D”细
数了无人驾驶发展的三个阶段：2000年至2010年
是探索阶段，2010年至2020年是研发阶段，2020
年至2030年将是无人驾驶技术的商用阶段。

肖健雄透露，无人驾驶解决的就是运力问
题。所谓运力，指运输能力，是相对于计算能力
的一个词。在过去，无论是人还是货的运输，都
靠的是司机、快递小哥，但在未来，很大一部分
的运输工作将由无人驾驶车辆来完成。具体包
括以下服务方式：第一种大家可以网上下单，用

无人驾驶的车把外卖和购买的货品送到你家
里；第二种可以把整个车带着无人货架开到你
家里，在家门口现场购买；第三种到店消费，把
顾客用无人驾驶技术带到店里，在那里消费。

肖健雄表示，AutoX的愿景是“平民化+自动
驾驶”，是想用自动驾驶技术改变大家的生活。
美团、滴滴这种 LBS商业模式（基于位置的服
务）能够快速崛起，因为互联网早期的算力带来
了高效连接，“但是想要在服务质量进一步提
升，单单依靠互联网是不够的，我们觉得接下来
LBS主要是运力之争，无人驾驶恰恰是一个非常
好的技术，能够让大家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AutoX创始人&董事长肖健雄：

未来10年无人驾驶
将解决“运力问题”

项目路演。 深圳侨报记者 柯东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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