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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莘莘学子梦，拳拳报国心。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涌现出一大批心系国家、业务精湛、追求卓

越、勇于创新的海外归国人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海归人才在推动我国科技进步、人才培养、产业发展、体制

机制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才聚，则事业兴。为进一

步凝聚起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推动形成新一轮创新创业浪潮，本报特开设“海归知识分子风采”专栏，讲述海归人才创新

创业事迹，展现海归人才精神风貌品格，敬请垂注。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张 頔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

人物小传：
李冠志，英国牛津大学硕士，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

2012 年 6 月份回国创办北京涌金冠

泰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旗下拥有小

劳招聘 APP、兼职宝、小劳易管三

款产品，主要为企业提供低端人力

资源的招聘流程外包服务。目前，

小劳招聘 App 注册求职者人数超过

600万，为大量农民工找到了适合他

们的工作，也为众多企业解决了招

聘低端人员难的问题。

海归“小劳”与600万农民工
——记北京涌金冠泰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冠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 颖

一位英国牛津大学硕士、加拿大英
属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美国微软研究院
的技术“咖”，为什么要帮农民工找工
作 ？ 还 跑 到 富 士 康 流 水 线 上 去 打
工？——每次认识新朋友、见投资人时，
北京涌金冠泰科技有限公司 CEO 李冠
志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市场需求真实、商业模式清
晰。”面对记者的问题，李冠志的回答言简
意赅。

涌金冠泰，这个名字有些拗口的公
司 ，目 前 旗 下 有 3 款 产 品 ，小 劳 招 聘
APP、兼职宝、小劳易管，服务对象都是
低端用工人群，比如流水线上的工人、餐
馆服务员、办公室里的蓝领。他们构成
了中国人力资源倒金字塔形结构的底
座，用工需求最大，求职者也最多。

“白领一年跳一次槽可能就算很频
繁了，但我们的服务对象以农民工为主，
他们一个月换一次工作都很正常。有时
候，工人到隔壁抽烟，发现隔壁那家企业
工资条件更好，穿着工服直接就跑隔壁
那家去了。”李冠志算过一笔账，“我们每
帮他们介绍一次工作，用工企业都要付
给我们一笔介绍费，这比帮白领介绍工
作赚得多”。

海归博士跑去工厂打工

别看李冠志现在说得轻松，当初他
可是跌过大跟头。

2012 年，还在加拿大教书的李冠志
同一位中国留学生聊天。那个留学生家
里是做家政服务业的，在深圳有 100 多
家门店。闲聊中，那个留学生说按行规，
在春节后的用工高峰介绍一名保洁阿
姨，公司会给介绍人 1000元提成。

李冠志觉得这个生意值得做。“我一
想，我的老家河南就是人多啊，挣这钱还不
容易吗。”当年春节，他就回河南开封组织
了 100 名阿姨，一起坐火车去深圳上岗。
没想到阿姨们途中纷纷用各种理由要求回
家，最终只有5个人坚持到了深圳。

“我原本是想组织大家一起过去，有
个伴，但忽略了阿姨们会想家、想孩子，
又担心路途远，会不会遇到骗子等问
题。她们一群人坐在一起聊天，一个人
想走，就会带走一群人。”李冠志回忆起
当初的“天真”，还是忍不住地摇头。

为了了解服务对象，自幼家境殷实、
与农民工几乎生活在两个世界的李冠志
进入了河南富士康工厂，在流水线上拧
了两个月螺丝。“总是重复机械动作，一
天下来胳膊都肿了，上厕所都要争分夺
秒，要不然流水线就会产生堆积。”本科
在军校就读的李冠志原以为工厂顶多是
再上一次军校，自己肯定没问题，没想到
在工厂的生活从身体到心理，都远比预
期的难以接受。正是因为一起吃过苦、
流过泪、淌过汗，让这位海归博士懂得了
农民工的真实需求。

“他们特别在意老乡、亲戚，这是他们
打工期间的小圈子。与白领不一样，他们
不在乎五险一金，一家工厂说不定就干一
两个月，光交费，享受不到实惠。”李冠志
还发现了一些此前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
却是农民工特别看重的条件，比如工服要
不要押金、上班能不能玩手机、是不是短
期工等。企业的需求更简单，就是需要用
人的时候立刻有人上岗。

2012 年 7 月份，在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和北理工留创园的支持下，李冠志成
立了北京涌金冠泰科技有限公司，上线了
速来招工网，正式进军低端用工市场。

“扫街”扫出“炸鸡腿指数”

公司成立后，为了找到客户，李冠志
带着团队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街”。他们
第一站去了北京著名的城中村田村，用
一天时间，李冠志带着员工在村口超市
里放上易拉宝，把海报贴得满村都是，傍

晚还在村里的主干道旁支个宣传摊位，
搞得热闹极了。

自认功夫下足了，结果却没有招来一
个求职者。这让李冠志十分纳闷。跑了几
次田村，他才发现，虽然都叫城中村，但田
村租户并不是速来网的招工对象。“田村离
中关村近，单间月租金要1200元，住的都
是码农，哪里看得上月薪两三千元的工
作。”意识到问题后，李冠志和同事们改去
月租只要200元的村子了。

“扫街”过程中，李冠志还发现了一
个简单的“炸鸡腿指数”，可以判断城中
村里有没有合适的招工对象。“城中村村
口一般都会有卖炸鸡腿的小贩，如果卖 2
元至 4 元一个，那村里住的就是蓝领，可
以进去‘扫街’刷墙，如果卖 6 元至 8 元一
个，村里住的就是白领，我们就不用进去
了。”在北京岳各庄、史各庄，“炸鸡腿指
数”帮助李冠志准确判断出目标受众，积
累起了第一批用户。

“我们河南老家有句俗话，经验大死
学问。这些经验真不是你读到博士，懂
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高科技就能知道
的。”被各种“想当然”摔得鼻青脸肿之
后，一张娃娃脸的李冠志终于在现实的
摔打中积累了足够经验。

现在的李冠志能跟农民工聊两三个
小时不冷场。采访当天，他的一位客服
专员正在帮一家科技公司找一名保洁阿
姨，整整 10 分钟，客服同阿姨大谈那家
公司全员持股，将来上市之后能值多少
钱，对方一直没答应。李冠志提点了这
位下属，“你就跟她说，活轻松、包吃住、
有 WiFi”。话传过去后，果然对方同意
去面试了。

Lawrence变成了“小劳”

当李冠志刚从国外回来、张口闭口还

自称自己英文名“Lawrence”的时候，速来
网在微软孵化器里办公。约一些农民工和
工头到公司来交流、签合同时，面对高大上
的写字楼，农民工有时都不敢进门。

后来，速来网搬到了“藏”在旧小区
里的和平里商务楼，同几十家小公司挤
在一起，门口的米饭套餐只要 15 元 1
份。看上去“low 爆”了的办公环境，却不
再让农民工望而却步，但他们也不用上
门了，因为劳务市场已经变了。

这两年，北京虎坊桥劳务市场拆了，
城中村越来越少，还在劳务市场找工作
的人年纪越来越大了，李冠志说：“以前
农民工真的有背着包进城找工作的，但
现在他们都是在家就联系好工作，直接
过来面试上岗。”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李冠志推出了
“小劳招聘”App。“我一个朋友的父亲听
不懂 Lawrence，就叫我小劳，我觉得还
很亲切，而且我们就是招聘小小劳动者
的嘛！”对这个名字，李冠志还是比较满
意的。

不管身在何处，只要登录“小劳招
聘”App，就像来到了熙熙攘攘的劳务市
场：可以看到肯德基在招聘服务员，120
元每天；宜生到家招聘社区贴单员；北京
扇贝勒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招聘全职服务
员，月工资3500元，包吃包住。

记者注意到，小劳招聘上呈现的所
有招聘企业都有蓝色的“会员企业认证”
标识，点进去之后，页面清楚显示着“该
公司已实地签约验证，请放心报名”。

这是李冠志从一开始就坚持的原
则，所有招聘企业必须提交工商营业执
照、招工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招工需求
表、代理合同，并通过服务专员的现场认
证才能成为会员企业，发布招工信息。
一旦发现企业发布虚假职位，该企业就
会被封号。可以说，在他的公司里，黑职
介 没 有 生 存 空 间 。 这 让 求 职 者 更 加
放心。

目前，小劳招聘已经积攒了 600 多
万求职者信息，每月新增的用工企业超
过 1000 家。李冠志和同事不需要再出
去“扫街”发展客户，只需坐在办公室里
对接需求。

这时，他在海外学到的那身本领就
派上了用场。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
术，小劳招聘能够在海量的求职者信息
中，运用地理位置、工作年限、过往经历、
急迫程度、工作时长等多个维度，精准匹
配用工需求，找出最适合用工企业，也最
可能留在企业的那些求职者。

近 几 年 ，涌 金 冠 泰 每 年 收 入 超 过
1000 万元，美团、滴滴等大企业通过小
劳易管招聘了大量员工。接下来，李冠
志计划把业务拓展到上海、深圳、广州等
地，对接更多农民工和企业，用科技和经
验缓解用工荒、招工难。

“这里藕池有 400多亩，里面莲藕、泥鳅、黄鳝立体套
养。一年能挣多少钱，这笔账马书记两年前就给俺算好
了！人家是博士哩！”当记者来到河南省沈丘县卞路口乡
南郭庄村俊敏莲藕种植基地时，经营主单俊杰站在一片
碧绿的莲叶旁，笑容满面。

单俊杰嘴里说的“博士驻村书记”，名叫马永华，是河
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处副处长，经济学博士。
2015年，经组织选派来到南郭庄村任驻村第一书记。

南郭庄村位于沈丘县卞路口乡东南部，共有人口
3979 人，大部分村民以种粮为生，增收缓慢。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 263户 924人。

“好劳力外出打工，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和留守妇女。
脱贫的最大‘拦路虎’是村民没有挣钱门路。”马永华通过
走访调研，认为南郭庄村之所以穷，主要穷在了思想观
念落后上。“农闲时，大伙没事干，就聚在一块玩牌、‘侃大
山’，心思没用到干事创业上。”

“要改变大伙的老观念，光说不行，得让他们看到实
惠。”随着对南郭庄村情、民情越来越了解，马永华的扶贫
思路也逐渐清晰。除了做些修路、装路灯、修建村室这些
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马永华还一直在给南郭庄找
挣钱门路、物色致富带头人。最终，“80 后”小伙单俊杰
进入了他的视线。

单俊杰是南郭庄村“跃出农门”较早的一名大学生。
2014 年，他返乡创业种起了莲藕。从 9 分多地“练手”起
步，一年多的时间就把规模扩大到 50 亩，并成立了俊敏
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在藕池里放养泥鳅、黄鳝，泥鳅松
土，黄鳝吃浮游生物，它们的粪便又成了肥料，可以促进
池水生态环境的平衡。”马永华经常给单俊杰“支招儿”。
通过“立体套养”的方式，单俊杰亩均收益达到 20000 余
元。其他村民看了很是羡慕，于是纷纷加入合作社，土地
流转面积扩大到 200多亩。

为让更多的村民脱贫致富，2016 年底，南郭庄村成
功申报了集体经济试点村，拿到了 150 万元的项目资
金。从此，南郭庄村开启“集体经济+合作社+特色种植
养殖业”生产模式。

“如今，在俺们村，流转土地拿地租，到基地打工拿工
资，闲钱参股到合作社拿分红。”曾经的贫困户张爱华说，
一年多的时间，她家不仅脱了贫，她还当上了“鸡老板”，变
成了周边贫困户的帮扶人。

“让一个村脱贫致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扶贫最
关键的是改‘普惠’为‘精准’，改‘救助’为‘开发’，改‘外
促’为‘内生’。把握不住这几点，南郭庄村不会有今天，
更不会有将来⋯⋯”马永华在河南省“驻村第一书记”座
谈会上发言说。

河南沈丘南郭庄村马永华：

博 士 驻 村 书 记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黄海涛

“这一袋子泥是 500 克，每袋卖 80 元。”山东省莱西
市望城街道西水道村村民李泽志一边掂量着手里的袋装
泥，一边高兴地说。

泥土能论克卖？看着记者的一脸惊讶，李泽志自豪
地解释说：“这可不是普通的泥土，这是我花了四五年时
间，经过上千次实验，改良后的雕塑泥。目前，咱可是雕
塑泥改良技术第一人。”

如此痴迷雕塑泥改良，这与李泽志的糨模人泥塑情
结分不开。作为糨模人泥塑第四代传人，从 4 岁开始，
李泽志便跟着爷爷学习传统糨模人泥塑技艺。为了将
祖传的糨模人泥塑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他 1993 年进
入山东省美术院校学习了 3 年专业雕塑，并逐渐形成了
具有自身特色的、肖像化写实泥塑的艺术形式。毕业
后，李泽志谢绝了多家开出高薪的企业，决定回乡自建
工作室。

在李泽志的工作室里，李泽志拿出一团泥巴在手里
一揉一搓，轻轻一捏，再用工具勾勒几下，一个造型优美、
生动逼真的人物头像泥塑跃然手上。

据李泽志介绍，在发明创造雕塑泥改良技术以前，糨
模人泥塑用的是黄胶泥或黑胶泥。“这样捏出来的泥塑，
因为是生泥，干了之后硬度没问题，唯一的缺陷是遇水容
易散碎。如果烧制成型，虽然不怕水了，但泥塑成了陶制
品，就没了泥塑的原生态韵味。”李泽志说。

为了解决生泥塑像防潮防湿防裂及强度问题，李泽
志专门买来了电子秤，有空就钻到创作室里，一次又一次
地称量，反复配比，反复揉捏，反复淋水，反复观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经过了上千次的实验后，李泽
志终于成功配制出雕塑泥改良剂。“这种雕塑泥改良剂按
一定的比例掺进普通雕塑泥中，制作的泥塑作品就具备
了防水、防裂、高强度三大优点。”李泽志说：“关键是还能
大大缩短工期。”

李泽志举例介绍了寺庙中人物泥塑像的雕塑过程，
大型泥塑像一般要经历四大步骤，一是搭骨架，二是塑
造，三是阴干，四是修缝，通常为了让塑像没有裂纹，一般
需要边塑形边阴干边修缝，工期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
间。但是，用了改良剂的泥塑就不同了，工期可缩短到 3
至 5天。

目前，李泽志专门开了家网店销售自己创作的泥塑
作品和雕塑泥改良剂，他的微信群里有很多慕名而来
的省内美术创作家。“我相信，我的糨模人泥塑和雕塑
泥改良剂以后可以走向全国各地。”李泽志信心满满
地说。

山东莱西西水道村村民李泽志：

小小“泥土”论克卖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李焕青

高温下的

铁路精调师

8 月的贵州省息烽县中岗坡，骄阳似火，暴晒在烈日

下的钢轨，温度已接近 40℃，摸上去很是烫手。此时，成

都铁路局贵阳工务段线路改道作业一组的 20 多名职工，正

冒着烈日对渝贵铁路的轨道精确调整。

走在最前面的是作业班长付华，虽已 53 岁，但干起

活来，付华丝毫不输给年轻人。他拿着电子道尺，一边

弯腰测量轨距，一边用粉笔在轨枕上写下了数字 0.20。

“这是每根枕木轨距误差，说明轨道调整偏移误差 0.2 毫

米，在 0.5 毫米之内都算合格。”现场带班人员吴必文解

释说。

据了解，普速铁路的误差范围用毫米来计算，但在快速

铁路和高铁上，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也就是 0.1 毫米范

围。但是改道作业一组将数值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二位。

“轨道偏移通常不大，一般情况下很难用肉眼辨别出

来，但运行在快速铁路上的列车速度快，小小的误差，不仅

会影响乘车的舒适感，还会埋下安全隐患，所以马虎不

得。”据付华介绍，他们每个小组每天要精调大约 100 米长

的线路，测量轨距上千次。“我的愿望就是，等这条线路通

了，一定要坐一次这趟线上的高铁。”被汗水浸透衣服的付

华笑着说。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黎玉松 倪 凌摄影报道

李冠志（右一）站在不起眼的小饭馆前。15 元一份的套餐，是不少农民工兄弟的

最爱，也是李冠志最熟悉的地方。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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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 改道作业一组班长付华伏在地上观察轨道是否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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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② 改

道作业一组的

员工在用轨距

改道设备对轨

道进行精调。

图图③③ 改

道作业一组的

员工在精调轨

道后实行二次

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