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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竞
争优势的基础，而人才则是企业获得核心
技术能力的关键。面对当前严峻的外贸
形势，不少外贸企业在人才引进、研发投
入、产学研合作等方面创新发展，出口业
绩逆势上扬，专利技术行业领先，真正发
挥了人才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研发队伍：

填补国内空白

对于农产品加工企业、茶叶精加工企
业来说，分选去杂是提高产品品质和安全
的重要保障。“早前都是人工剔除，费时费
力不说，精选度也不高，细微的杂质总有
遗漏，而如今，大米、杂粮、茶叶等各种农
产品都能通过色选机完成高精度色选，为
产品的质量管控提供了科学保障。”合肥
美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茂
先骄傲地说。

作为中国最早从事光电识别技术与
装备研发的企业，美亚光电坚持自主创
新，不断拓展色选机的开发应用。如今，
美亚光电年产能超万台，已成为目前亚洲
最大的光电识别装备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推动了我国色选机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
跨越发展。

在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的色选机完
全依靠进口，而长期垄断中国市场的美
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生产的色选机价格
十分高昂，有的一台价格超过 100万元。

面对这样的市场形势，美亚光电于
2000 年在合肥国家高新区成立，开始技
术攻关，随后推出了中国第一台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数字化色选机。投放
市场后，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而
且凭借过硬的性能、合理的价格，迅速在
农产品加工企业中得到推广应用。

敢为人先，填补国内空白，是美亚光
电一直坚持的创新战略。自我国第一台
色选机诞生以来，美亚光电不断打破国外
技术垄断，相继推出我国首台全数字化色
选机、智能化色选机、广泛用途的杂粮和
干果色选机、茶叶色选机、小麦色选机等
十余项填补国内空白的新产品。目前，色
选技术已经应用到 200多种农产品，我国
也一跃成为全球色选机普及率最高的
国家。

掌握了核心技术的美亚光电也在利
用自身优势，寻找新的增长点，拓展光
电识别技术的应用领域。2011 年，主要
用于轮胎内部缺陷检测的中国第一台智
能 X 射线轮胎自动检测机研制成功，结
束 了 进 口 检 测 设 备 一 统 天 下 的 历 史 ；
2012 年，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三维数字
化口腔 CT，取得国内第一个该类医疗
器械产品注册证，打破发达国家的长期
垄断，实现了我国高端口腔医疗影像装
备零的突破。

一系列“填补国内空白”产品的成
功研制，都源于其背后有一支实力雄厚
的技术研发创新队伍。截至目前，美亚
光电共有员工 1000 余人，其中大专以
上学历员工占 75%以上；研发及技术支
持人员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30%，其中学
科带头人、博士、硕士以及中高级工程
师有 200余人。

在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美亚光电
持续加大对博士后等各类人才引进力
度，2015 年经人社部批准设立了国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同时，鼓励科技人员
积极从事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工作，
每年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 6%以上，为创
新项目的开展提供充足的资金、物资及
人力支持。此外，还与中国科技大学、
复旦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国内外知名
院所保持紧密产学研合作，不断应对日
益变化的市场需求。

“人才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林茂先
坦言，作为技术密集型企业，美亚光电一
直坚持“技术是根、创新是魂、人才是本”
的经营理念，始终把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
创业之本、竞争之本、发展之本，“我们不
仅要把人才引进来，还要把人才的潜能挖
出来，继续通过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
等方式加大对创新人才的激励，给他们提
供创新发展的平台，进一步提升其积极
性”。

人才生产线：

助推产品“走出去”

面对大宗商品大幅降价、美元加息重
启、市场风险加剧等因素叠加造成的国际
外贸形势，过去一年，我国各种叉车品牌
竞争惨烈，行业下行压力加剧。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安徽叉车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交出了骄人成绩单，保
持了企业的稳定，还连续 25 年保持中国
自主品牌出口行业第一的地位。数据显
示，2015 年安徽叉车集团全年实现进出
口总额 1.94 亿美元，其中出口额 1.66 亿
美元，出口叉车 1.1万台。

“来之不易的增长得益于公司坚持供
给侧改革，不断优化产品出口结构以及生
产研发的创新发展。”安徽叉车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德进一边介
绍，一边指着展厅里最新款的叉车对记者
说：“这是一款节能环保型叉车，不仅在外
观设计上更符合人体工程学，还实现了降
温、降噪，使用了轻量化材料，大大提高了
用户体验。”

多年来，安徽叉车集团凭借工业车
辆、工程机械及关键零部件三大支柱产
业的集群出口能力，在海外 8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立起代理网络，产品销往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规
模最大、产业链条最完整、综合实力和
经济效益最好的工业车辆研发制造与出
口基地。

“骄人的成绩离不开优良的产品生产
线，而产品生产线又是由人才生产线决定
的。”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杨安国分析说，公司发展至今有一个传

统，就是要逐步为企业的未来发展积聚更
多人才资源。

杨安国说，目前安徽叉车集团共有
7000 多人，4 条人才生产线，分别为产品
技术研发人才生产线、市场营销人才生产
线、技能型人才生产线、管理型人才生产
线。以市场营销人才生产线为例，3000
人的销售队伍学历层次都在大专以上。

“一条生产线，一天最多能生产 50 多种不
同产品，销售人员必须了解每一件产品特
性，这对销售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很高
要求。”杨安国介绍说，一线员工也不是简
单的劳动，技术要求都很高。

同时，公司的岗位也是互通的。杨安
国强调说：“为了激励每一条人才生产线
的员工奋发向上，让他们无论走哪一条人
才生产线上都能走到公司高层，每一条人
才生产线都分设有基层、中层、高层。也
就是说，技能型人才生产线上的高层可以
达到公司副总的待遇。”

此外，为提高一线员工的综合素
质，公司还与安徽工商管理学院、合肥
工业大学密切合作，鼓励员工通过半脱
产的方式参加大专、专升本的学习。对
刚毕业的本科生采取进厂双导师指导模
式，在学会技能的同时，了解自身未来
发展方向。同时，每年对全公司员工开
展敬业度、满意度测评，与薪酬挂钩。
在一系列措施的作用下，安徽叉车集团
员工流失率很低，骨干型员工流失率不
足千分之一，新入职、主动离职的不到
3%。“只有让更多的员工和企业利益捆
绑在一起，才能留住人才，挖掘人才潜
力。”张德进说。

引才计划：

攻占行业巅峰

从一家亏损严重、濒临倒闭的小厂，
是如何掌握到圆片测试、封装设计、封装
测试等全方位服务的能力，发展成为国内
最大、世界第四的集成电路封测行业排
头兵？

对此，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新潮给出的答案是，自主创新。“创
新是长电科技蓬勃发展的生命线，半导体

行业的特征决定了以快、新制胜，以专、精
制强，不创新，毋宁死。”王新潮说。

由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起步较晚，
发展一直滞后，长电科技能实现“弯道
超车”实属不易。“集成电路产业链上有
三大重要环节，分别为集成电路设计、
集成电路制造和集成电路封装与测试。”
公司董事朱正义介绍说，芯片封测属于
劳动密集型与技术驱动型相结合的行
业，简单说就是给芯片“穿衣戴帽”，实
现电子产品的轻、薄、短、小，这其中
包含了许多高新技术。

铜柱凸块技术和晶圆级芯片尺寸封
装技术，就是长电科技为之自豪的两大全
球专利。“这两项技术是高端封装的必备
技术，每个凸点直径仅 25 微米，相当于头
发丝的三分之一。”朱正义解释说，这意味
着长电科技在超小型分立器件上打破了
国外技术壁垒，真正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高新技术企业。

对自主创新的坚守，才有了高新技
术。而创新的核心是人才，要有自己掌握
命运的世界级核心技术，就要有世界级
人才。

从 2000 年开始，长电科技在海内外
招贤纳士，先后引进了半导体行业的专家
750 名。即使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
时候，其他企业都忙着减少投入，长电却
依然坚持引才计划，“抄底”收购了新加坡
APS 研发机构。2015 年，长电科技又顺
利完成对新加坡星科金朋公司的收购，这
也使得长电科技一跃成为世界半导体封
测行业第四位，同时拥有分别在中国、新
加坡、韩国和美国的 7处生产基地、6 个研
发中心。

“收购新加坡星科金朋，看中的正是
他们在全球领先的先进封测技术以及高
端客户资源。”朱正义认为，创新不是一味
闷头求变，而是要将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相结合，始终紧跟国际先进技术发展
趋势。

目前，长电科技拥有 2 万多名员工，
其中有近 5000 名外籍技术人员，累计专
利 2000 多项。“在半导体行业，爬上一座
高山很艰难，但从山上掉下来只需要几秒
钟。必须不断自主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必
须做大人才底座，有了人才我们才能追上
国际先进。”王新潮说。

前不久，商务部发布《中国对外贸易

形势报告（2016 春季）》指出，当前外贸发

展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依然突出，外部需求

总体偏弱，外贸竞争优势转换尚未完全到

位，贸易摩擦的影响更加凸显。综合考虑

国际国内环境，2016 年外贸形势依然严

峻复杂，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面临严峻的外贸形势，外贸企业要

逆势发展，人才资源必不可少。可以

说，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就是人

才，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推动企业健康

发展的重要途径。

在这次外贸企业创新发展调查中，从

安徽到江苏，从江苏到上海，无论是去年

出口额超过 1.66 亿美元的安徽叉车集团，

还是出口额达 2.36 亿美元、连续 3 年以

30%的速度增长的上海中昊针织公司，创

新型技术人才是他们走强的“法宝”，而他

们各自的人才战略都是相通的。

首先，广招贤才。在江苏长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新潮看来，只有

引进高端人才，才能做出高端产品，才

能在同行中脱颖而出。从 2000 年开始，

长电科技在海内外招贤纳士，以丰厚的

待遇、优良的发展平台，先后引进全球

半导体行业专家 750 名，组建高精尖研

发中心，从而拥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其次，积极培育。为培育适合公司

发展需要的人才，多年来，美亚光电一

直坚持与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合

肥工业大学等高校合作，给高校大学生

提供实习机会的同时，也为公司发展培

养人才，储备人才。而上海中昊针织公

司为了让技术人员全面掌握进口机器的

操作技术，不惜重金专门派技术人员远

赴意大利学习，可谓“煞费苦心”。

最后，留得住人。招得来人，还得

留得住人。为深入了解每一位员工的真

实想法，安徽叉车集团每年对全公司员

工开展敬业度、满意度测评，与薪酬挂

钩，从而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据统

计，安徽叉车集团骨干型员工流失率不

足千分之一，普通员工流失率不到 3%，

其中主要是新入职员工。同样，要留得

住人，良好的生活环境氛围也很重要。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上海） 有限公

司，不仅为创新人才提供经济实惠的住

房，还开办了中芯国际学校，解决职工

子女的教育问题，切实解决公司人才的

后顾之忧。这样，留住了创新人才，让

他们心无旁骛搞研发，才能不断以新成

果推动企业创新驱动发展。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西奥
多·舒 尔 茨 有 一 个 著 名 的 观
点：“在影响经济发展诸因素
中，人的因素最关键，经济发
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
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
资本的多寡。”换言之，人力
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
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口质量和
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人类未来的前景。他的这一观
点放在企业层面仍然成立，对
于外贸企业来讲，人才是企业
创新的源泉，是企业生存和发
展的活水之源。

在商务部 2016 年一季度
外贸稳增长、调结构专项调研
中，被调研的企业三成以上出
口逆势增长，三成以上以自主
品牌出口为主，六成以上注重
研发投入，七成以上重视转型
升级。不管是自主品牌的确
立、企业的自主研发还是企业
的转型升级，人才都是核心，是
关键。被调研企业中出口逆势
取得增长的企业无一不重视人
才的引进和培养，无一不重视
企业人力资本的投资。

人才是外贸企业技术创新
的活力之源。技术创新是外贸
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持续
的技术创新可以给外贸企业带
来源源不断的创新产品，使得
企业生产和经营成本大幅降
低，从而大幅提高企业国际竞
争力。被调研企业中，深圳大
疆、广西玉柴、炬光科技等企业均极为重视人才队伍的建
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为保障技术创新，深圳
大疆通过校园招聘、社会招聘及猎头招聘等方式来确保
各类技术创新人员的需求。炬光科技不断引进国际化高
端人才，邀请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高层
次人才加入公司的技术创新团队。广西玉柴大力建设高
智慧研发队伍和高技能劳动队伍，不惜重金引进和聘用
外籍专家作为技术团队成员。润通控股从美欧、印度引
进 300多名高端研发人才，每年推出百项新产品。

人才是外贸企业培育品牌的动力之源。企业自主品
牌的培育和确立是外贸企业得以长期生存和发展的关
键，被调研企业中发展势头好的内资企业已经没有纯贴
牌企业。其中，生益科技、美驰图等公司均通过引进国际
高端人才来培育企业的自主品牌。为摆脱国外的技术和
专利限制，生益科技多方引进和培养人才，大力开展自主
创新，持续推动产品研发，逐步打造了覆铜板产品质量的
行业标杆，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美驰图极
为重视人才培养工作，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标准
培养专门人才，专注于合金模型车领域，形成了出口
100%的自主品牌。

人才是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力量之源。主动转型升
级是企业调整自身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
举措。主动转型升级有利于企业紧跟世界市场趋势，从
供给侧进行改革，生产制造符合国际需求的商品。被调
研企业中，康奈集团、银辉玩具均通过引进人才实现了企
业的转型升级。康奈集团引进研发设计人才，投入 1200
万元引进 3D 制鞋刻楦机，大幅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银辉玩具改变了行业内普遍存在的产品质量标准低，出
厂产品合格率低的做法，引进人才，建立了产品安全实验
室，对采购的原材料和出厂产品进行严格检验，使得企业
生产的产品符合美国、欧盟等市场针对玩具产品制定的
高标准，一举突破美欧等高端市场。

人才是外贸企业模式创新的思想之源。企业商业模
式创新是外贸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增加企业出口渠道，促
进外贸出口的重要举措，而外贸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也
需要专业人才队伍。被调研企业中，小笨鸟、宁波凯越通
过人才技术投入，进行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为外贸企业
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会和平台。小笨鸟专门组织人才研
发队伍，研发成被定义为“第四方平台”的跨境电商平台，
将 Amazon、eBay、Newegg 等国外网站整合到小笨鸟平
台上，国内卖家通过注册小笨鸟账号，可以对接上述国外
网站在全球的站点。目前，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注册账
号，上传商品，就能把商家的商品发布和销售到 45 个国
家和地区的知名网购平台上，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
很大便利。宁波凯越引进人才，进行平台和技术创新，
积极打造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主动创新服务模式，公司
为每个客户设计一条专门的供应链，为企业提供定制化
服务。

从各个方面讲，人才都是外贸企业创新发展的活力
之源、力量之源、动力之源和思想之源。在当下国际市场
环境未有明显好转的大背景下，外贸企业更需苦练内功，
重视高端人才和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为外贸企
业的长久发展提供活水之源。

给企业装上澎湃“引擎”
——外贸人才队伍建设调查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创新型人才是核心竞争力
吉蕾蕾

为外贸企业长久发展提供活水之源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副主任

、研究员

梁

明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公司电动总装班员工正在给电动

叉车安装发动机，他们基本上都是大专以上学历。

上图 上海中昊针织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检验袜机，经过 3 个月的培

训，一名工人可以照看 17台机器。

右图 合肥美亚光电有限公司的 X 射线轮胎检测机正在检验轮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