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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博士赋能传统行业，助推产业升级
傅顺开，蓝海（福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帮邦行”联合创始人兼 CEO。加拿大蒙特利尔

大学博士毕业，连续创业者。2014 年创立蓝海（福

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办“帮邦行”品牌，取得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厦门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获“厦

门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入选国家“2019 年新型信

息消费示范项目名单”，成为厦门唯一一家生活类

信息消费入选企业。最近，公司再获“福建省科技小

巨人领军企业”“厦门市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厦

门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

“帮邦行”已与全国 200 余家客运企业达成合

作，接入合规车辆 10 万辆以上，拥有 1200 多条服

务线路，服务总人数超过 3 亿人次，安全周转 165

亿人公里，取得了网约车经营许可证 157 张，专利

2件、软件著作权 25 件、商标 9 件，多次参与国家、

省市重点科技项目。

傅顺开祖籍莆田仙游，出生于

一个归侨家庭，父亲是马来西亚归

侨。早在爷爷那辈，爷爷奶奶就随

着下南洋的大潮去了马来西亚，奶

奶在橡胶园工作，爷爷开出租车。

上世纪 70 年代，父亲从马来

西亚回到中国，成家后生下傅顺

开。在归侨家庭长大的傅顺开，血

液里有一股天然的闯劲与韧劲，海

外侨亲的吃苦耐劳、勤奋拼搏深深

地感染着他。源于父亲的影响，家

族里父辈那代人几乎都是高学历，

2001 年大学毕业的傅顺开，上了

两年班后，又去加拿大攻读博士学

位，成了家族里第一个博士生。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傅顺开在

一家公司上班，后来该公司要到中

国设立研发中心，他就到西安上

班。之后，他又跳槽到苏州一家公

司担任技术总监。阿里巴巴曾高薪

聘请他，并许诺给他 2万股股票。

“阿里巴巴上市后，这些股票价值

上千万元人民币。不过我拒绝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折腾”，就这样先

后辗转于上海、西安、苏州的傅顺

开回到福建，高素质高颜值的厦门

成了他创业的首选，“想都不用想

就来厦门了，厦门的营商环境和创

业氛围都很好”。

“2011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朋

友给我介绍了厦门公交电子站牌

项目，但站牌成本高，还得出门等，

不如开发个手机 App，可以在家看

好时间再出门。”就这样，傅顺开研

发了“兜兜公交”App。

平台建设好之后，傅顺开开

始和各大城市的公交公司谈判合

作，接入数据。当时，全国有几十个

城市和兜兜公交达成了合作，包括

省内的厦门、泉州、福州、莆田、漳

州等地。随后，一家上市公司看中

了“兜兜公交”，收购了傅顺开的企

业，“兜兜公交”也得到更多的支持

和发展。

这是傅顺开第一次进入出行

领域，找准市民出行痛点，破除了

等公交的“魔鬼定律”，“兜兜公交”

大受好评。

“帮邦行”的诞生，则源于傅顺

开一次从厦门到漳州的乘车经历。

此前做城市公交出行的经验，让他

敏锐地嗅到了城际出行拼车中的

“肉味”。

2014 年的一天，傅顺开拨打

968969 约车去漳州。一路上他和

出租车司机细细攀谈，城际出行的

巨大需求，让他很受震撼。但是约

车的调度很关键，这位学人工智能

专业的海归博士察觉到，如果能运

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做加持，

一定大有可为。

“这是一片蓝海。”多年的积累

与沉淀，再次创业便成了自然而

然、水到渠成的事。傅顺开随即联

合创始人一起成立了蓝海（福建）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帮邦行”城际

网约车项目应运而生。

“调查数据显示，对于 50 公里

以内出行距离，大多数乘客倾向于

公共交通与私家车出行，对于 150

公里以上的出行距离，则偏向于选

择火车或飞机，因此，50 至 150 公

里是客运发展的优势距离。”谈起

自己擅长的领域，这位技术男激情

澎湃，话语极具感染力与说服力，

曾不止一位投资人笑称，“听了傅

顺开的演说，恨不得把口袋里的钱

都掏出来交给他”。傅顺开介绍，

“帮邦行”的理念是，专注于 50 至

150 公里距离内的城际出行，面向

二到六线城市乘客提供定制客运

业务。通过互联网技术，高效匹配

供给侧和需求侧，让老百姓的城际

出行变得十分便利。

与传统客运大巴不同，“帮邦

行”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采用更

为灵活的 5座轿车或 7座商务车，

实现点对点、门对门上门接送服

务。另外，与他们合作的是全国各

地专业的城际客运公司，这些客运

公司的司机都是在“帮邦行”上注

册的正规网约车司机。

傅顺开和他的合伙人把

蓝海信息科技定位为赋能型

企业，一家帮助客运企业转型

升级、实现共赢的企业。“要和

客运企业合作，就得整合双方

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实现共

赢。”

在合作过程中，“帮邦行”

为传统客运企业提供互联网

技术支撑及战略建议，结合传

统客企既有优势，顺应互联网

潮流和旅客需求，实现客运企

业转型升级。

城际出行不同于城市出

行，对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傅顺开看来，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客运企业在驾驶员管

理及其他安全管理方面更具优

势，而他们则提供更高效的调

度和更优质的服务，双方优势

互补，合作共赢。

“帮邦行”开始开拓帮助

客运企业实现线上、线下的资

源整合的合作模式，立足于福

建，并走向全国。

漳州长运集团曾经拥有近

200 辆豪华巴士、年营业额 2

亿元，然而近几年业务停滞，业

绩不断下滑。2018年，漳州长运

集团决心改革，联合“帮邦行”

开通云霄 - 漳州、漳浦 - 厦

门、龙海 - 厦门、漳州 - 厦门

机场专线，陆续投放了大量 5

座和 7座商务车提供“门到门”

接送服务，大大地便利了当地

乘客的出行。

2019 年 1 月，湖北公路客

运集团和“帮邦行”共同推出

湖北省首个定制客运平台“省

客驾到·帮邦行”，陆续开通武

汉往返监利、咸宁、黄石、天

门、通城等多条线路。同时，

“帮邦行”推出“武汉市区 -天

河机场”的机场快线，湖北省

定制客运全面开花。

“帮邦行”的介入，盘活了

乘客、车辆与客运企业间的运

转关系，实现了 1+1>2 的经

营效益。

经历了几年的合作拓展，

傅顺开觉得前路越发清晰。他

的一句“我们懂你”，让合作企

业看到了转型的希望。靠着行

业口口相传好口碑，越来越多

的客运企业找上门来希望与

“帮邦行”合作。

一路走来，傅顺开经历过发

不出工资的窘境、融资困难，走

过弯路、遭遇分歧……但他还是

那个“爱折腾”的傅顺开。

今天，“帮邦行”已累计获

得广州、重庆、武汉、成都、哈

尔滨、福州、太原、海口等 157

座城市的网约车牌照，出行业

务覆盖全国 27 个省份的 300

多个地区，并与 200 余家企业

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实现“城

市、乡村，去哪都行”。此外，

“帮邦行”业务还涉及市内出

行、跨城闪送、定制专线、机场

快线、接送机、旅游包车、公务

出行等。为了更有效地服务合

作企业，“帮邦行”还提供汽车

采购、汽车后市场、汽车金融

等全产业链的增值服务。

除了在业务上不断拓宽版

图、纵横发展，“帮邦行”在技术

创新、研学活动等方面也不断

精进，成果颇丰：“帮邦行”目前

已获得 2件专利、25 件软件著

作权、9件商标。同时，积极开

展产学研活动，与华侨大学开

展技术合作，取得多项重要科

技奖项、获得“2019年新型信息

消费示范项目”称号、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称号。

不久前，厦门市科技局公

布了“2020 年度厦门市科技小

巨人”企业及领军企业名单，蓝

海（福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榜

上有名。经相关部门遴选推荐、

福建省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培

育工作联席会确认，公司入选

“2020 年省科技小巨人领军企

业新增培育名单”，列入福建省

“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培育发

展库”。

未来，“帮邦行”将不断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

服务，为赋能客运企业升级、优化

市民出行方式、推动城市交通发

展不断注入源源动力。

“创业是一条不归路，‘帮

邦行’在路上，我，也一直在路

上”傅顺开说。

初出茅庐一鸣惊人

“折腾”出一片蓝海
永不止步，一直在路上

做赋能型企业，合作共赢

6 月 17 日，“帮邦行”合作项目在集美区举行签约仪式，“帮邦行”将联手长

安汽车等传统企业，推动出行相关产业链和总部项目落户厦门。

疫情期间，“帮邦行”完成“闽南师大返校护航计划”。

8月7日，“帮邦行”与陕西交运达成合作，携手推进西北运输服务新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