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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龙头到产业集群的建立，从各
自生长到专业化深耕细作，在当前超过
2300 家的众创空间中，有这样一批“术业
有专攻”的群体蓬勃发展，成为推动实体经
济转型升级的新亮点。

2016 年 7 月份，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的引领和驱动作用，紧密对接实体经济，科
技部发布《专业化众创空间建设工作指
引》，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涉及智能制造、
轨道交通、生物医药等领域的首批 17 家示
范性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近日，《经济日
报》记者走访了广东、湖北、河南、陕西、天
津等地的部分专业化众创空间，探寻他们
独特的创新发展之路。

大工匠引领创客成长

张敏波，是河南洛阳市中信重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铸锻厂冶炼车间的一名青年
炼钢工。他和团队一起成功实现了 56 炉
3580 吨高纯净度加氢钢水产量，填补了公
司在石化加氢项目产品领域的空白；为降
低生产工艺成本，他总结实践经验参与制
定了《钢水终点碳控制操作法》，经财务部
门核算每吨钢水能够节约成本 79.48 元，助
力公司实现降本增效。

在张敏波看来，正是公司“大工匠工作
室”对他的悉心栽培，才有今天的硕果累
累。“工作室针对青年职工制定一系列培养
计划，让我们少走弯路，能很快提高产品质
量和焊接效率。”2013 年 12 月份，张敏波被
选入杨金安大工匠工作室，在老焊工杨金
安的带领下，学到了扎实的焊接手艺。

“大工匠工作室”是中信重工在人才制
度上的创新之举。2013 年 11 月份，中信重
工在 8000 多名员工中精心挑选，最终以 5
位大工匠名字分别命名的 5 个工作室正式
成立，并建立了 22 个工人创客群，各创客
团队之间围绕着优化工艺技术、解决生产
难题、形成典型工艺规范、固化创新成果等
开展活动，大工匠则在生产制造中发挥克
难攻关、言传身教、示范带头等重要作用。
由高级技能人才领军的工作室已成为领衔
创客成长的“火车头”。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实验验证、园区
孵化等方式实现技术创客群、工人创客群、
社会创客群和国际创客群四个创客群协同
创 新 。”中 信 重 工 副 董 事 长 刘 大 华 告 诉
记者。

大企业筑巢，培育创客生存发展，这样
的“传帮带”例子还有很多。在广东东莞
市,依托大连机床（东莞）智能技术研发中
心打造的智能制造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中小企业停留在图纸上的创意走向规模化
生产。

机床运行成本高,小规模的生产企业
不愿接单，但盲目量产又会让创业者面临
巨大风险，止步于试验阶段。针对创业者
这一痛点，大连机床集团在东莞成立了智
能技术研发中心，并建设了一个功能完备
的工业实验室。“不仅降低了科技型中小企
业进入智能制造行业的门槛,也能解决龙
头企业产能过剩问题。”大连机床集团副总
经理孙欣裕说：“创客可以实现从图纸到样
件、样件到小批量、小批量到大批量生产的
层层转化,还能享受具备丰富经验的老工
程师指导的全程服务。”

开放平台实现合作共生

从一家专注科研成果转化的企业变成
一个生产创客的平台，大企业催生专业化
大型孵化器，推动了整个行业内外创新生
态的发展。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从
2013 年建设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园开始，到
目前孵化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生物医药企
业 106 家，建立了诊断试剂国家专业化众
创空间。作为一家在基因诊断技术及试剂
产品研制、开发和应用方面已处于领先地
位的行业龙头企业，达安基因为什么会想
到去做众创孵化？

达安基因董事长何蕴韶认为，对中小
企业而言，有一个敞开的平台，能实现人
才、技术和资金等要素的集聚融合，这非常
重要。专业孵化器就是这样的平台，能帮
助他们解决在创业路上遇到的各种疑难杂
症，提高创业成功率，缩短成长周期。

“对大企业自身而言，只有依托自身资
源，向平台化、集群化过渡，才能为企业的
健康发展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因此，达
安创谷孵化器应运而生。”何蕴韶说。

基因检测技术联合便捷的互联网服务
能擦出怎样的火花？“80 后”小伙翟召华开
发出一款手机应用软件，帮助社区腿脚不
便的人群买菜。然而，这种“互联网送菜”
模式刚推入市场便受到重重阻力，菜品的
质量安全问题成为制约项目进一步研发、
推广的关键。

经过多方联系，翟召华搭上了达安创
谷孵化器的顺风车，共同构建“食安菜妈”
智慧菜市场，利用食安科技的基因检测技
术检测菜品。“通过第三方检测实现菜蔬溯
源，让监管更高效，让市民更放心。”达安创
谷总经理黄珞介绍，食品安全检测数据不
仅向市民公开，还向有关部门开放后台，方
便监管。“未来，‘食安菜妈’还将与社区菜
市场‘联盟’，为用户搭建一个食品安全、智
能支付、送货到家的服务体系，并基于达安
基因丰富的资源，为用户提供营养食谱、健
康检测、健康医疗、健康养老等一系列智慧
服务。”黄珞说。

在武汉市,曾经诞生了我国第一根光
纤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南望山园区，如
今已成为双创基地。去年 6 月份,由武汉
市政府和烽火科技集团共建的创新创业基
地烽火创新谷正式揭牌，并成功入选光通
信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武汉烽火创新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明山表示,烽火创新谷通过构建“创客群
体—基底企业—行业龙头”的生态链，触发
新的产业增长点并不断成长扩张，实现生
态链的共生共荣。

种子基金破解融资难题

创业路上，不少企业都面临着投入过
高、上下游资金链发展不平衡、相关配套设
施跟不上后续规模化生产等问题，特别是
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信贷服务体系
下，众创空间项目的推进还要集“众力”。

专业化众创空间如何解决融资难问
题？2016 年 8 月份，中科院西安光机所、西
安市高新区联合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
技术研究院及其他社会资本共同发起设立
的西北地区首只采取“政府引导、市场化运
作”模式的天使投资基金投入市场，助力光
电子集成专业化众创空间内的资金运营。

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总经
理秦占阳告诉记者，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天
使投资基金，这只先导光电集成科技基金
在投资方式上结合了光电子集成产业上下
游特点，投资团队对项目实行可行性调查
和判断，符合投资要求的项目会同步拨付

小部分资金实施样片生产，并根据样片生
产后形成参数测试结果，制定后期投资与
改进方案，符合条件的再大规模投资生产，
做到在风险控制上“有据可依”。

天津分子医学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则
设立精准帮扶、授信模式、良性循环的种
子基金。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投
资发展部副部长王鹏表示，众创空间设立
了 300 万元种子基金支持创业团队发展，
并得到天津市科委 90 万元引导基金的支
持。他们对经过投资决策委员会考核的项
目，按照项目进展程度，用额度不高于 5
万元、期限不超过 2 年的借款，及股权出
资、增资、创新产品收购等方式参与投
资；对拟成立或已成立公司实体的项目，
采取投资或增资占股的方式给予支持；对
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认为具有巨大市场发
展潜力的项目，采取收购创新产品的方式
加以支持。

专业化众创空间形成了明确的技术开
发定位与互融合作模式，寻迹而来的则是
社会资本倾斜和投融资生产实践，全产业
链孵化模式逐渐形成。

在全国唯一一家智能硬件国家专业化
众创空间——TCL 创客空间孵化器里，创
业项目在 6 个月至 18 个月的孵化周期内都
将接收到 TCL 集团各类产业资源的导入，
并有来自 TCL 创投、十方创投及孵化器内
部设立的 1000 万元种子基金资金支持。
TCL 集团工业研究院副院长马松林介绍，
孵化器还将以 2%至 5%的参股方式，对创
业项目实施免费孵化。目前，TCL 创客空
间已孵化项目中有 3个项目估值过亿元。

人在长时间使用鼠标后人在长时间使用鼠标后，，不可避免不可避免
地会感到关节僵硬地会感到关节僵硬、、肌肉酸痛肌肉酸痛。。最近有最近有
一款可以通一款可以通过过““变形变形””实实现两种使用方式现两种使用方式
切换的鼠标问世切换的鼠标问世。。这款世界上首个实现这款世界上首个实现
传统桌面模式和空中操作模式切换的智传统桌面模式和空中操作模式切换的智
能鼠标能鼠标——““SikitimeSikitime 开新飞鼠开新飞鼠””在变形在变形
前与传统鼠标无异前与传统鼠标无异，，对对中折叠变形后的鼠中折叠变形后的鼠
标可切换至凌空操作模式标可切换至凌空操作模式。。经常在两种经常在两种
模式间切换模式间切换，，可以降低需长时间操作鼠可以降低需长时间操作鼠
标的用户罹患腕管综合征标的用户罹患腕管综合征（（俗称俗称““鼠标鼠标
手手””））的风险的风险。。

贴膜一直是人们购买新手机后的贴膜一直是人们购买新手机后的““标标
配配””，，很多人认为其中并没有太多技术含很多人认为其中并没有太多技术含
量量，，但最新推出的一款手机膜可能会改变但最新推出的一款手机膜可能会改变
人们的观念人们的观念。。在最近举行的在最近举行的 20172017 年美国年美国
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CES））上上，，国外厂国外厂
商商 QmadixQmadix 推出了一款液体手机膜推出了一款液体手机膜，，能通能通
过擦拭的方式在屏幕表面形成一层透明过擦拭的方式在屏幕表面形成一层透明
的薄膜的薄膜，，这层薄膜的硬度能够媲美蓝宝这层薄膜的硬度能够媲美蓝宝
石石，，达到了达到了 99HH 硬度硬度。。这款屏幕保护液体这款屏幕保护液体
售价为售价为 3939..9999 美元美元，，还提供了价值还提供了价值 100100 美美
元的保险元的保险。。

同 样 在同 样 在 CESCES20172017 上 引 起 人 们 关 注上 引 起 人 们 关 注
的的，，还有我国蓝光引力公司研发的还有我国蓝光引力公司研发的 HalosHalos
智能配件智能配件，，包括智能包括智能 UU 盘盘、、智能数据线智能数据线、、电电
脑加速宝等存储类配件脑加速宝等存储类配件，，此后将扩展至充此后将扩展至充
电电、、定位定位、、摄像头摄像头、、WiFiWiFi、、检测等领域检测等领域。。这这
些配件都搭载有些配件都搭载有 HalosHalos 系统系统，，未来蓝光引未来蓝光引
力将开放其力将开放其 HalosHalos 系统系统，，全面兼容配件芯全面兼容配件芯
片方案片方案，，让不同品牌的配件实现智能化让不同品牌的配件实现智能化。。

点评点评

随着电子数码产品的快速发展和普随着电子数码产品的快速发展和普

及及，，计算机计算机(Computer)(Computer)、、通信通信(Communi(Communi--

cation)cation)和消费类电子产品和消费类电子产品(ConsumerElec(ConsumerElec--

tronics)tronics)统称为统称为 33CC 产品产品，，已经成为人们生已经成为人们生

活中接触时间最长活中接触时间最长、、使用频次最高的产使用频次最高的产

品品。。智能手机和电脑厂商不断应用创新智能手机和电脑厂商不断应用创新

科技科技、、推出创新产品推出创新产品，，而配套的而配套的 33CC 配配

件件 ，， 如 手 机 壳如 手 机 壳 、、 手 机 贴 膜手 机 贴 膜 、、 鼠 标鼠 标 、、 键键

盘盘、、数据线数据线、、移动电源移动电源、、耳机⋯⋯这些耳机⋯⋯这些

看似不起眼的配套产品也在功能和外观看似不起眼的配套产品也在功能和外观

上不断创新上不断创新。。

此前此前，，品胜的暖手充电宝就曾拿到品胜的暖手充电宝就曾拿到

了德国的红点设计奖了德国的红点设计奖。。新材料新材料、、新技术新技术

的应用让小小的的应用让小小的 33CC 配件充满浓浓的科技配件充满浓浓的科技

味儿味儿，，变得更智能变得更智能、、更有趣更有趣。。

33CC 数码配件也日益成为彰显时尚数码配件也日益成为彰显时尚

品位品位、、凸显文化创意的载体凸显文化创意的载体。。外观上的外观上的

创新是创新是 33CC 配件的一大卖点配件的一大卖点，，设计师们用设计师们用

他们无限的创意他们无限的创意，，设计岀好看又好玩的设计岀好看又好玩的

产品产品。。

人性化也是数码配件创新的一大出人性化也是数码配件创新的一大出

发点发点。。与与 33CC 产品长时间接触产品长时间接触，，导致人们导致人们

或多或少患上了干眼症或多或少患上了干眼症、、““鼠标手鼠标手””、、颈颈

椎病⋯⋯相应地椎病⋯⋯相应地，，数码配件的设计也在数码配件的设计也在

朝着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朝着更人性化的方向发展，，从细微处使从细微处使

人们的工作生活更加便捷舒适人们的工作生活更加便捷舒适。。

3C 数码配件：

小物件也有新锐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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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众创空间打通企业内外部资源，紧密对接实体经济——

孵化路千条 术业有专攻
本报记者 郭静原

自《关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

施意见》印发以来，经过大半年的建设实

践，各地在完善双创政策环境、推动双创政

策落地、扶持双创支撑平台、打造双创发展

生态方面不断摸索，逐步建成了一批高水

平、有特色的双创示范基地，构筑起完备的

创新创业服务链，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发

展。在发展过程中，各地也逐渐认识到，创

新创业企业在初创阶段会经历一个艰难的

过程，双创基地要想帮助“双创”企业渡过

最困难的初创关口，既要定力，也要眼力，

更要功力。

所谓定力，就是要深刻认识到创新创

业是有一定周期和规律的。不是所有的创

新和创业都能成功，从一个很弱小的企业

变成一个巨人式的企业是一个极其艰难的

过程，双创基地需要对企业发展多一些耐

心，多制定长期政策，为创业者消除后顾

之忧。

所谓眼力，是指双创基地建设要结合

本地优势，实现因地制宜促发展。双创基

地不是“杂货铺”，而是一个专业化平台，有

着自身的比较竞争优势。打造示范型双创

基地，需要结合本地区产业特色和资源禀

赋，找准细分领域，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精

挑细选企业和项目，从一开始就避免企业

出现“水土不服”。

修炼功力，更需要双创基地在帮助初

创企业方面积极探索。全国 28 个双创示范

基地都是结合自身资源和优势，通过不同

的方式给予“双创”企业扶持。如上海杨浦

区出台了《关于大力促进创新创业若干政

策办法》20 条，对大学生的创新创业从资

金、培训、指导、实习等全方位给予支持。

又如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围绕构建全生态

的双创链，打造“双创”高地的若干政策，确

保对“双创”企业“雪中送炭”、扶在痛点、帮

在关键。

降低创新创业成本，这是企业在创业

过程中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双创”企业在

初创阶段投入大、产品和业绩短期内难有

明显回报。这就需要双创基地加快构建以

减负为重点的制度供给环境，采取一系列

措施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社会创新创

业成本，从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积

极性。

一方面，双创基地需要通过围绕引进

领军企业、科研机构、众创空间、“双创”人

才等要素确定专项政策，帮助企业降低办

公运营成本。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通

过积极落实这些政策，2015 年至 2016 年累

计为驻区“双创”企业节约运营成本近 2000

万元，特别是“就业即落户”更是成为天津

的一大政策亮点。

另一方面，双创基地也需要认识到企

业的创新创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试错的

过程。政府如果能够通过加大服务力度、

拓展服务内容来降低企业试错的成本，对

于提升“双创”企业的生存率也有很大帮

助。一些双创基地通过公开课培训、有补

贴的实习生制度等来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和

试错成本。通过树立在前端多为企业提供

服务理念，避免初创企业倒在常识问题上，

倒在刚迈步的阶段。

如今，我国双创示范基地的建设已经

积累了一些经验。未来，双创基地应继续

努力提升服务，不断在扶持企业创新创业

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双创”

企业的存活率，进而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

提高社会创新效率，早日进入依靠创新驱

动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多 给 初 创 企 业“ 雪 中 送 炭 ”
陈宇庆

▽ 大连机床（东莞）智能技术研发中心为创

客提供的机床操作设备。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 创客在天津分子医学国家专业化众创

空间提供的实验室里进行新产品实验。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 达安创谷孵化器的企业生态圈。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