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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我省经济平稳增
长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我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省委、省政府《关于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激励人才创新
创业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
资源，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根本动力，对我省
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要
加快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区域发展核心竞争力，推动‘五大
规划’实施和‘十大重点产业’发展。”省政府《黑龙江省千
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年)》提出，“打造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环
境，向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要增量，培育一批高技术含量
的科技型企业”……各地紧抓落实，积极出台新科技规
划，全省上下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瓷砖生产企业在福建晋江较为集中，为了推动中国制造 2025，泉州市的
两位副市长带队来哈尔滨展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考察，最终决定支持展达研
发瓷砖自动化生产线，当地企业只要购买展达的生产线，可获得政府给予的售
价30%的补贴，现在意向订单已达1个亿。

根据瓷砖企业的需求，公司将提供研发、制造、安装、使用、维修等一条龙
的服务。王金发已与黑龙江东方学院洽谈联合办班，培养既了解生产、会安装
调试、还能维修部件、反馈用户实时需求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哪家企业买了我
的生产线，我就配1~2名技术人员，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生产一批，研发一批，储备一批”，王金发是个不折不扣的企业家，他看好
了机器人自动化的产业前景，为企业进行着长远的布局。根据市场需求，在已
经研发的 6条自动化生产线外，他还在不断储备新的“机器换工”自动化生产
线项目。

“展达模式”的成功是在健壮的躯体上嫁接了一个‘智能大脑’，实现了双
赢。不仅急需“机器换工”的企业不断来探访，还有“智能大脑”主动来“敲
门”。近日，我省一位大学教授，就拿着自己研发的无人飞行器项目找到王金
发，希望能合作进行技术成果产业化，王金发又开始了新抉择。

密码三 抓市场 研制服务一条龙

“创业是个系统工程，除了项
目、资金、政策之外，还有很多要素
不可或缺。比如思维方式、企业管
理、长远规划等等，都能决定创业
的兴衰与成败。不要以为仅仅有
一个好的想法或产品就能改变世
界，这其中的阻碍需要扎扎实实去
攻克。”

日前，由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
中心与哈经开区管委会联手打造、
坐落于哈市中国云谷的“云谷创业
工作站”正式启用。在这里举办的
首场创业分享会上，毕业于哈尔滨
工业大学的创业家投资有限公司
CEO、创业家商学院院长李俊山，
对当前的创业热进行了一番冷思
考。

李俊山这位生于 1978年的青年才俊，被誉为“中国企业操盘
先行者”，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大学管理学院等院校的研究生/MBA企业信息化
及战略营销课程客座主讲人；赢销股份公司董事长、智慧咨询有限
公司董事长、创业家投资有限公司CEO、诚信天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创业家商学院院长。

尽管已拥有13年的创业经验，李俊山直到现在还是坚持每天
阅读3份报纸、两种杂志以及七分之一数量的某本著作（一周读完
一本），大概有6万字的阅读量。他在创业分享会上一再强调：“我
的智商并不突出，但我的知识量优于常人，不断的学习与积累使我
在创业路上更加专业与踏实。我创办商学院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有
更多的创业者在繁忙的创业路上停一停脚步，通过‘纸面推演’与

‘市场实战’的相互促进来不断提升自己，过分偏重任何一方，都难
成大器。”

针对当前的创业热潮，李俊山有着自己冷静的思考。他认为，
创业者需要专业的培训与辅导，起码应该知道项目计划书怎么写、
盈利模式是否清晰、需要什么样的投资机构介入。否则，创业就是

“事故”，而不会成为“故事”。 （云谷创业工作站提供）

创业者不专业
“故事”就会成“事故”

本报讯（记者彭溢）记者从省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
划联席会议办公室获悉，根据《黑龙江省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
行动计划(2015-2017年)》，今年省政府将投入 3亿元，作为新的
风险投资基金引导金，带动全省科技投融资服务平台集聚资金
规模达到 20亿元，新形成年销售收入 5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企
业 200家、全省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680家。

省科技厅对全省 5085项科技成果进行了梳理，从中筛选出
有产业前景、有意愿在黑龙江落地转化的高新技术成果 816项，
其中有 300项形成了商业计划书。在全省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
资大会上，“智本”与资本积极“牵手”，有 9 家投资机构与我省
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组建 9 只投资基金，将有 53.5 亿元助力我省
创新创业。

哈尔滨市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形成适于科技企业
孕育、发展、壮大的生态体系，让科技创新创业成为新常态下促
进经济稳步健康发展的新动力。新增科技企业 1000户以上，新
增 2000万元以上产值的科技企业 100户以上，新增上市科技企
业 30 户以上。全市企业专利申请量占全市专利申请量比重达
到 60%左右。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突破 1000亿元，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 17%以上。科技创新创业孵化
体系基本建立，全市各级各类孵化器总数达 60个以上，并实现
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多样化、组织体系网络化、创业服务
专业化、服务体系规范化的发展局面。科技风险投资体系不断
完善，集聚 10 家以上基金公司，实现创业投资基金和股权基金
总规模突破 50亿元。

大庆市政府启动实施了三百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制
订了联席会议制度和《实施细则》。提出通过综合运用成果梳
理、鼓励创业、孵化培育、金融对接和推动上市等举措，每年梳理
300项科技成果通过产学研合作加快产业化，每年培育 100家以
上科技型企业。到 2017年，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到 20家，
新形成 300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型企业，逐步培育一批科技型
上市公司。

齐齐哈尔市提出到 2017 年，新形成 100 家规模在 500 万元
以上的科技型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达到 7家，孵化面积达
到 15 万平方米，在孵企业达到 200 家。目前，市政府与上海股
权托管中心、上海速慧投资公司签订三方战略合作协议，为中
小企业提供全方位综合性的投资服务。该市中小企业服务中
心成为上海股权托管中心企业挂牌孵化基地，全市Q板挂牌企
业达到 4户。

牡丹江市计划每年培育科技型初创企业 100 家，到 2017
年，全市最终新形成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科技型企业 100
家；全市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到 30家，孵化面积 50万平方
米，在孵企业 1000 家；与中科院、哈工大、北理工、哈工程等 20
个重点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多途径为科技型
中小企业引进科技成果，促成落地转化。市政府设立 1000万元
小微企业扶持资金，并按一定额度逐年增长，优选扶持科技型、
创新型小微企业发展。

佳木斯市、鸡西市积极组织企业与省内高校对接，围绕区
域经济发展转化成果，生成企业。

双鸭山、伊春、七台河、鹤岗、黑河、绥化、大兴安岭也都制
定了各自的创新创业目标和落实举措。

全省各地出新政
助力科技创新业

创业者说

破局破局 从大转小开始从大转小开始
从从““展达模式展达模式””看传统产业破解转型的密码看传统产业破解转型的密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溢彭溢

晚 上 5 时
许，当办公楼内
的工作人员都
陆续回家，在哈
尔滨重型机器
有限责任公司
的厂房内，10余
名技术人员仍
在纱锭机器人
自动包装线前
紧 张 地 调 试 。
这是为南方纺
织企业量身定
做的。

“机械手抓
取纱锭，放在生
产线上套袋，然
后由9个机械手
一次抓取9个纱
锭落成九格方
阵，再打包……
整个过程仅 130
秒。”公司董事
长王金发向记
者讲解该生产
线的工艺流程，

“而德国1000多
万元的生产线
只 有 6 个 机 械
手，需要抓取两
次才能落成九
格方阵，我们研
发的生产线速
度更快了，价钱
还不到德国的
一半。”

记 者 搬 动
面前一卷雪白
的纱锭，颇为费
力。“这一卷 7.5
公斤，如果整个
过程用人工，费
力又耗时，所以
厂家天天打电
话催促我们发
货。”王金发说。

记者发现，现场技术人员的服装有两种颜色，一种是许多老国企都会选择
的蓝色，另一种是颇具时尚味道的桔灰撞色。“桔灰”略多于“蓝”。王金发告诉
记者，“穿蓝色衣服的是我们哈重型的，其余是展达原来公司的”。

为什么“桔灰”积极性这么高？
“让股！”王金发说。
很多企业都想“嫁接”高新技术转型升级，但产学研合作中，有相当一部分

谈着谈着就“流产”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股权分配没有达成一致。
哈尔滨重型机器有限责任公司从事传统装备制造业，由于近年市场需求

萎缩，企业亏损；而哈尔滨展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工业机器
人及自动化设备的研发与生产，由于有哈工大机器人所作为技术支撑，公司擅
长机器人产品的设计开发，但在机械加工方面实力较弱，生产能力满足不了市
场需求。去年，经省市科技部门“撮合”，双方有意优势互补，进行产学研合作。

“通常的技术入股占 30%以下，但我们给了展达 49%的股份。”王金发说。
“最初讨论时，在公司内部也有阻力，但我觉得，如果只给对方1%的股份，人家
肯定不会关心企业的发展，股份对等，大家才能共同用心把这个事儿做好。”确
定股份后，双方都干劲儿十足，新的哈尔滨展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仅一年
多，就研发了6个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预计今年产值将达到5000万元。

密码一 肯让股 股权对等 共同用心

“这台实物60公里宽，是世界上最大的门式取料机，每小时取料6000吨；
这台滚筒式取料机，目前我们也是国内唯一能独立设计制造安装，我们给鞍钢
供了几台；这个火车装煤机……”在哈重型的展室内，王金发面对着一件件桔
黄色的机械模型，讲述着公司过去几十年的辉煌。这些为我国冶金、化工、建
材、煤炭等传统产业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的大型成套设备，曾在我国装备制造
领域书写下多项国内第一。

在生产车间，一个“大块头”看起来格外笨重，这是企业原来生产的取料机
的翻斗，上面落满了灰尘，已无人问津。

如今，钢材、煤炭等产业利润下滑，为其配套的哈重型订单锐减，已经亏损。
对于形势的发展，睿智的王金发早已看出端倪，但在转型的道路上却屡次

遭遇“滑铁卢”。十几年前，公司研发了清雪机，但在“门前三包”的时代没有市
场；前几年，公司研发海绵钛，结果市场供大于求，也不足以支撑企业未来的发

展。
王金发一直在苦苦寻找那个破局点。此次转型生产机器人自动化生产

线，他思索了很久。
能行吗？要从“世界最大”、“国内第一台”的行业“老大哥”，转行生产较小

的自动化生产线？企业内部质疑声一片。
“只要有市场，从大转小有什么不行的！”王金发吸取以前转型失败的教

训，进行了一番详细的市场调研，了解到南方许多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存在招工
难题，急需机器换工，“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瓷砖、纺织生产基地，这两个产业的
生产线都在2000条以上，市场空间巨大”于是他力排众议，从生产瓷砖和纱锭
自动化包装线干起。虽然变小了，但更加精细，很多环节的设计都要精确到
0.01秒。

如今，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当初反对者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

密码二 破局点“小个子”取代“大块头”

哈尔滨科技创新城远眺。本报记者 陈宝林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宝林陈宝林摄摄

技术人员在调试纱锭机器人自动包装线技术人员在调试纱锭机器人自动包装线。。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溢彭溢摄摄

李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