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建在建设辛克雷水电站过程中，解决了多个世界级施工技术难题——

在 南 美 树 立“ 中 国 标 准 ”
本报记者 齐 慧 通讯员 冉路超

本报讯 记者倪伟龄报道：黑龙江首届“守望梦
想·奋斗青春”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活动日前揭晓，
组委会授予哈尔滨工业大学万龙等 10 人“全省大学
生创业之星”称号，授予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帅等 10
人“全省优秀大学生创业者”称号。

首届大学生创业之星评选活动由黑龙江省委宣
传部组织，联合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
团省委、黑龙江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活动自启动
以来，经过推荐申报、初评审核、实地考察、公众投
票、综合评审等环节，最终通过活动组委会审定。

黑龙江推出大学生创业之星，旨在激发全省近
百所大专院校、10 多万在校大学生的创业之志和创
业热情，通过挖掘和展示全省涌现的大学生创业典
型，大力弘扬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奋发有
为的创业精神，培育创业文化，凝聚创业力量。活动
采取评选典型和宣传推介平行推进的方式，发挥各
级各类媒体联动作用，推广传播大学生创业的成功
路径和经验，持续宣传解读全省促进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扶持政策，努力营造崇尚创新、尊重创业、支持
创客的良好社会氛围。

黑龙江推出首批大学生创业之星

厦门金旸集团推出实体创业平台——

迈向高分子新材料“硅谷”
本报记者 薛志伟

高分子新材料是四大基础材料之
一，广泛运用于汽车、家电、电子电气、日
用品、工业用品当中；该行业被纳入“十
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是
一个市场体量超过万亿级的市场。但

“散、小、乱、弱”的特点，使行业发展面临
巨大挑战。

今年 4 月，厦门金旸集团推出了中
国首家针对高分子新材料的实体创业平
台——金旸 WE WORK。它以创业合伙
制为核心，创业加速器与产品孵化器两
大功能为驱动器，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
共享机制，为高分子新材料行业的创业
者提供“零风险、高收益、全要素、集
约化”的创业解决方案，并为用户提供
物美价廉的产品体验。

运行半年多以来，金旸 WE WORK
已经吸引了大批创业者，推动了高分子
新材料行业创新创业，促进了高分子新
材料行业的转型升级。

合伙制实现零风险创业

“我真的没想到创业梦可以这么快
实现。”从毕业开始销售改性塑料，到走
上创业之路，Peter 仅仅用了 6 年时间。

“创业的念头从 2014年就有了，但光是上
百万元的启动资金就把我挡在了门外。”
Peter说。

2016 年 4 月，金旸 WE WORK 成立
的消息让 Peter 欣喜若狂。“它不但提供
资金支持、技术保障，还具有集约化的成
本优势，它把过去传统公司中的职能部
门转化为服务体，围绕创业单元提供服
务，这种实体共享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效
率，也大大降低了创业的成本，从而提高
了创业竞争力。这不就是自己翘首以盼
的创业平台吗？”Peter 说。在金旸的帮
助下，他迅速走上了创业之路。

“个人要创业的话，需要设备、办公
场所、资金面面俱到，缺一不可，这也将
很多优秀的人才挡在了创业大门外。”金
旸 WE WORK 创始人杨清金表示，“金
旸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创业入口，既让
创业者在创业路上不走弯路、少走弯路，
也让有技术的人才没有后顾之忧，全身
心地投入到创新经营当中”。

杨清金希望将金旸 WE WORK 构
建成为一个“有感且幸福”的实体创业平
台。金旸 WE WORK 打破了以往科层
制的组织模式，构建了“服务体”与“创业
体”，彻底改变分级制的公司结构。在金
旸，传统的公司职能部门如生产部门都
被定义为“服务体”，与创业个体分享诸
如研发、营销、制造、物流等在行业内累
积多年的资源和能力，集合各生产要素
为每个“创业体”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金旸平台营运官陈雁文介绍，在金
旸平台上，创业者项目一旦通过审核，
金旸就会提供项目资金、生产采购与管
理、物流等全要素资源，相比传统的创
业模式只提供一种或者几种要素，如资
金或场地，其余都要创业者自行筹措，
这个模式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而且金
旸本身在这个领域积淀深厚，了解专业
技术，能很好地理解和配合创业者，比
起金融资本只知道算账的“外行指挥内
行”模式，优势明显。

另外，金旸平台不需要创业者掏钱，
每年还有不低于市场薪资水平的保障性
收益。如果盈利，创业者获得利润的主
要部分，如果亏损，则全部由平台承担。

“通过这两点来看，金旸模式很好地
解决了创业者的后顾之忧，创业者只需
要做好本职的研发或者销售工作，其余

由平台解决。”陈雁文说。

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金旸 WE WORK 凭借深耕行业多
年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招募合伙人，通
过技术和市场的‘众筹’，联合更多行业
精英一起探索高分子新材料‘中国智造’
的新路，将成为未来中国高分子新材料
行业转型升级的推动者。”杨清金表示，
技术创新是创业成功的根本，为此，金旸
一方面把创业者的技术引进来，一方面
加强自身的研发投入和队伍建设，形成
了强大的技术创新合力。

半年来，为进一步提高创业的成功
率，金旸 WE WORK 作为技术组织者成
立了金旸研究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院
士工作站，同时全面对接全球孵化器和
研究机构。

此外，金旸 WE WORK 还与国内各
大高校合作，进行人才培养、专项课题研
究等。众多面向实际应用的科研课题正
在迅速开展，比如金旸 WE WORK 目前
正与顶尖科研机构携手开发阻燃、抗菌、
导电、导热等各种功能高分子材料，其中
不乏马桶盖、光电照明灯等与百姓生活
直接相关的产品。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消费者就可以
在国内买到价格经济、美观环保、阻燃、
抗菌的最好马桶盖了。”金旸技术团队负
责人笑着说。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
多 名 业 界 精 英 申 请 加 盟 金 旸 WE
WORK，最终 50 多人进入合伙人审核，
目前已有近 20 个创业团队成为合伙人并
进入运作，相关业绩以领先同业数倍的
成绩在增长，市场效益已经初步显现。

“中国高分子新材料行业在技术上
已经大大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如果
没有商业模式和技术创新，中国未来将
在该行业失去国际竞争力。我们要从以
市场为导向转变为以科研为导向，重建
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杨清金表示，金旸计划在未来 3
年将公司营业收入的 10%左右用于技术
研发，把触角全面伸向行业最尖端的技
术领域，不但要在技术投入上跻身行业
第一，还要逐步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

“实体硅谷”。
2017 年，占地 300 亩的金旸创业园

将在厦门建成一期工程，为创业者提供
从原料采购、产品制造、物流配送，到
品牌推广、研发支持等方面的全要素资
源和一站式服务。一个全新的高分子新
材料“产业航母”已经扬帆启航。

看电梯产业“南浔智造”
本报记者 杨忠阳 通讯员 杨 骏

“星创天地”是乡村版的众创空间，主要通过
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运作方式，聚集创
新资源和创业要素，利用线下孵化载体和线上网络
平台，为农业领域的创客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2015 年上半年，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进一步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部署，科技部
提出打造星创天地，并在重庆、陕西榆林等地开展
试点。

11 月 22 日，科技部在陕西省榆林市召开了全
国星创天地建设现场会，全面部署星创天地工作，
进一步推进农村创新创业。会上，科技部党组书
记、副部长王志刚表示，“星创天地”是新时期创
新驱动发展的新载体、农村科技创业的新舞台、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新举措。面对“十三五”农业农村
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要从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加速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助推科技扶贫精
准脱贫、推动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等四个方面谋划推
进星创天地建设，促进农村创业的低成本、专业化
和信息化。

榆 林 是 星 创 天 地 建 设 的 试 点 之 一 ， 今 年 9
月，榆林制订出台了农业星创天地建设推进方
案。榆林市科技局局长谢军表示，榆林市将星创
天地作为农村“双创”新经济体来打造，今后将
设立 1000 万元的星创天地建设专项资金，建立一
支中央省市县四级 1000 人的科技特派员队伍，规
划建设星创天地 30 家以上，孵化培育创新创业主
体 600 家以上，培养农业农村科技创业带头人
10000 名以上，努力建设功能性、平台化的众创
众筹众扶产业升级支撑体系，使星创天地真正成
为创新创业的“人才池”“技术池”“成果池”和

“资金池”。
在榆林市，星创天地建设已经颇有成效。东方

红小杂粮“星创天地”由榆林市东方红食品有限责
任公司建设。该企业以苦菜、杂粮、红枣加工和销
售为主营业务，目前年加工农副产品 4700 吨，实
现销售收入 4100 多万元。公司总经理高维军告诉
记者，通过建设星创天地平台，制定星创孵化方案
和孵化目标，公司对创新创业资源进行了整合和高
效利用，有效带动了村民致富、大学生创业、农民
工就业和小微企业发展。

陕西省榆林市易经谷星创天地创建于 2014 年
6 月。创建两年以来，园区已吸引养殖、种植、加
工、服务等各类企业 20 户，为当地现代农业的创
新发展、大学生就业创业、返乡农民创业、贫困人
口脱贫致富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星创天地”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农村创客插上科技翅膀
本报记者 周明阳

当地时间 2016 年 11 月 18 日，由中国
电力建设集团在厄瓜多尔施工建设的辛克
雷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这是中国“一带
一路”战略延伸的标志性工程，中厄两国深
度合作的重大国际项目，也是中国目前在
海外建成投产的最大水电站。

“辛克雷水电站位于厄瓜多尔东北的
亚马孙河上游、安第斯山脉中部，主要建筑
物分布在 80 多公里长的原始森林中，技术
难度大、战线长、管理难；众多设备材料、工
程技术人员需从中国和世界各地集结，数
量多、跨度大。”中国电建第十四工程局副
总经理、项目总经理字继权介绍说。

在辛克雷水电站建设中，中国电建主
动适应国际惯例，把国内经过鲁布革、三
峡、小浪底、溪洛渡工程检验的施工技术应

用到项目实施中，坚持中国规范，输出中国
技术，连续攻克了一系列世界级施工技术
难题，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工程范例增添着

“中国元素”，在南美树立起一个又一个“中
国标准”。

电站现场气候复杂，多雨多湿，“一日
三雨”。在此条件下浇筑首部大坝大体积
混凝土，施工部不断创新技术。他们自行
加工制作 26 米超宽轻质钢屋架，几枰拼装
后加装土工布围屏；淋漓大雨中，最大仓容
2600 立方米的混凝土浇筑热火朝天；80
米超厚火山灰覆盖层基础换填完成，溢流
坝、面板坝、冲沙闸等大型建筑相继高高树
立，业主、监理赞叹不已。

24.8 千米超长输水隧洞，开挖洞径
9.11 米，最大埋深 800 米，需穿越 60 条以

上地质裂隙带。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中
国电建攻坚克难连创佳绩：管片安装总计
13635 环，单环掘进最高 20 分钟，单片安
装最快 12 分钟；单台 TBM 掘进单日最高
进尺 46米，周最高进尺 264.6米，月最高进
尺 1059 米，年最高进尺 7554 米，在同等洞
径 TBM 掘进中位居世界第三。

深入施工一线检查工作的中国电建十
四局党委书记王曙平表示，中国电建将以
工程技术为根本，以标准化、精细化管理为
手段，将电站建设成为厄瓜多尔人民引以
为自豪的世界一流工程，筑起中厄两国人
民友谊的丰碑。

高度 50 米、跨度 26 米的地下主厂房
开挖之初，业主依据美国规范要求全断面
由下至上开挖，钢筋混凝土大排柱支撑。

而项目部拟采用国内成熟的“岩锚梁施工
技术”开挖，双方商讨了 4 个月仍然无果。
在总工周建平的精心指导下，经过耐心反
复地沟通，最终业主批准了项目部的方案，
但他们强调：一切责任由中方负责！开挖
完成后效果奇佳，成为南美地下厂房完美
施工的第一案例。

引水发电系统钢结构制作达到万吨级
别，因需承受 600米高水头重压，焊接要求
极高。中国电建调集众多的焊接专家、焊
接能手投入施工，并首次引入了超声波衍
射检测手段，获得了良好的缺陷检出率，确
保了钢管焊接质量。

截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辛克雷水电
站已供电 18.88 亿千瓦时，有力地支持了
厄瓜多尔战胜灾害、稳定经济。

旋转掉头、垂直上升、平移入库，一连
串动作行云流水，用时半分钟，一辆重达 2
吨的汽车从地面转移到 49米高的车位上。

“这是我们最新研发的升降横移类机
械式停车设备，也叫‘汽车梯’。”在浙江巨
人控股有限公司的 25 层垂直起降车库内，
50 平方米的地方满满当当地停放着 50 辆
车。公司首席工程师俞天明介绍说，该产
品目前已获得 16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8
项，新型专利 8项。

巨人公司汽车梯是南浔电梯企业创新
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
南浔区以创新为“引擎”，加速推动电梯产
业聚集和升级。今年前三季度，南浔区生
产电梯 7.2 万台，产值突破百亿元大关。
现在全国每 10 台电梯就有一台“南浔造”，
南浔因此被业界誉为中国电梯之都。

在南浔经济开发区，一座座高耸的电
梯试验塔直插云霄。湖州市电梯协会会长
钱江告诉记者，拥有自己的试验塔，是电梯
整梯生产企业研发实力的象征，“南浔林立
的电梯试验塔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其产业高
地形象”。

创新提升产业竞争力。目前南浔电梯
已形成以整机制造为龙头，配套件生产、安
装维保等为辅助的完整产业链。其中，南
浔电梯整机及配件企业 178 家，规模以上
企业 30 家，从业人员总数超过 6000 人，主
导产品涵盖客梯、自动扶梯、液压梯、汽车
梯、医用梯、住宅梯、观光梯、货梯及自动人
行道等多个系列。

走进浙江玛拓驱动设备有限公司展
厅，一台曳引机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曳引
机被称作电梯的‘心脏’。”工作人员介绍，
该企业成功研制了湖州市第一台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永磁交流同步无齿轮电梯
曳引机，改写了南浔电梯行业无“心脏”的
历史。现在，南浔近三成电梯整机企业的

曳引机出自玛拓驱动。
“4 年前，南浔电梯产业整机与配件企

业的配套率只有 20%左右，这一状况在近
两年得到了改变，特别是在核心配件上实
现了突破。”南浔区副区长沈雪芬说。

“南浔电梯企业的创新，不仅局限于技
术，更有生产方式的变革。”钱江举例说，两
年前，怡达快速投资 8000 多万元，上马了
企业与香港、深圳两方联合开发的厅门全
自动专用生产线、萨瓦尼尼柔性生产线、激
光自动焊接线和自动喷粉线，组建了“自动
化部队”，生产效率提高了 20多倍。

尝到“机器换人”甜头的企业，在南浔
不止怡达快速一家。据介绍，作为浙江省

“机器换人”试点，南浔电梯产业计划用 3

年时间，实现南浔规模以上电梯企业“机器
换人”全覆盖，力争到 2017 年，通过实施

“机器换人”项目 100 个以上，完成技改投
资 100 亿元，培育形成 3 至 5 家能基本达
到工业 4.0 要求的样本工厂和 3 至 5 家先
进装备制造服务商，加快实现电梯生产流
程全自动化和智能化。

“创新驱动使得南浔电梯业快速向上
攀升。”沈雪芬高兴地告诉记者，目前南浔
智能电梯及高端零部件产业已列入国家火
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省高技术产业基地
和省首批高端装备制造业特色基地，“智能
电梯小镇”也已入围省级特色小镇培育名
单。“我们有信心将电梯产业打造成南浔的
新名片。”沈雪芬说。

年轻人返乡做电商

伴随农村电商的发展，一批又一批外地游子开

始上演“凤还巢”。在河南省光山县，34 岁的向满余

就是其中的一位。向满余 2006 年大学毕业后在厦

门的一家企业工作。2013 年，他从家乡的羽绒服批

发市场上发现商机，毅然回乡当起了“电商创客”。

他投资创办的电子商务公司，通过“互联网+”的方

式，将羽绒产品的各个供销环节打通，为厂家和消费

终端之间架起便捷、高效的新渠道。他主销的当地

羽绒制品目前年销售额在 1000 万元以上，带动了周

围一批农民就业创业。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左图 金旸 WE WORK 创业平台面向全球招募合伙人，吸引众多

行业精英关注。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下图 金旸 WE WORK 在研发、营销、制造、物流等方面为创业者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本报记者 薛志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