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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工自2014年起全面部署国产化网

络信息系统，成功研发航天超级服务器、航天超级

数据库一体机、航天超级存储阵列等国产化信息

技术产品，充分展示了企业在国产化信息技术领

域的整体能力和系列成果

2017年，累计帮助4万家企业获得1940亿元风险投资

孵化器:创业梦想在此花开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直面错误”应是创新者“标配”
□ 牛 瑾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航天超级服务器、航天超

级数据库一体机、航天超级存储阵列等航天三大件国产化信息技

术产品。 姜天骄摄

“拙文可谓毫无是处，自应作废，

以后编文集也不再收入。”日前，年逾

八旬的复旦大学教授裘锡圭发表声

明，直言自己 6 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

存在错误，并表示“请大家多多批评，

以便改正”。声明一出，迅速引来点赞

无数。裘锡圭何许人也？我国古文字

学著名专家。古文字学属于人文学

科，但他的这则声明，却超越了学科范

畴，给广大科研工作者以启示——在

探索正确结论的过程中，坦诚地面对

错误是必须抱有的态度。

无论中外，这都不是第一个勇敢

说出“我错了”的事例。2016年，美国

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共同主任道

格拉斯·迈尔顿在著名国际期刊《细

胞》网站刊登声明，宣布将其课题组

2013 年发表于该期刊的一篇重量级

论文正式撤销，撤稿原因是其他实验

组和迈尔顿实验组不能重复相关试

验。同样是2016年，有些业内专家对

钟南山院士某次演讲中引用的数据提

出质疑，经过反复查证，钟南山院士第

一时间澄清并致歉。当然，无论中外，

这些勇敢说出的“我错了”，都收获了

掌声与称赞。

众所周知，作为创造性活动，科学

研究一次性成功的概率小之又小，多

数情况下都要在试错、纠错、再试错、

再纠错中不断前行。对科研工作者来

说，这也就意味着，犯错不可避免，很

多时候甚至是一种必然规律。特别是

进行原始创新，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

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难免困难重

重，尤其需要“直面错误”的态度。而

且，每一次重大的挫折和失败，从科学

研究及其发展规律来看，其实孕育着

一种新的希望，世界上一些重大科技

发明和创造也是从失败中接受教训、

积累经验才走向成功的。正因为如

此，裘锡圭才会在媒体求证此事时淡

然回答：“这是做学问的正常态度，没

什么大不了。”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我

们特别需要把这种裘锡圭认为“没什

么大不了”的态度发扬光大。一来，

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

加速演进，机遇稍纵即逝，只有勇于

认错、果断改错，才能及时纠偏，沿

着正确的道路快步前行。若仍旧温吞

水、两面光，只会让相似的错误再次

发生。二来，也是因为或为捍卫既得

利益或为维护“江湖地位”，当错误

被发现时，有些学者“捂着盖着”

“强词夺理”的现象依然存在，无益

于创新发展，若这些学者恰好又是业

界权威，则更会给青年学者的成长造

成阻碍。

当然，我们也需要营造鼓励探索、

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让更多科研工

作者敢于正视错误、勇于承认错误、勤

于改正错误。

近年来，无论学术界还是社会上，

容错的氛围日益浓厚，这样的转变令

人欣慰。但相较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言，仍显不够。

我们期盼更为合理有效的体制机制改

革释放活力，允许科研人员大胆假设、

不断试错；我们期盼社会公众和管理

部门尊重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重视

科研试错背后的价值，让那些敢于冒

尖、勇于打破常规的“出头鸟”有更大

舞台。

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

国，最终要落脚到每一名科技工作者

的日常工作中。唯有对他们探索未知

中的失误给予宽容，才能有更多创新

者放下包袱，创造力的源头活水才能

充分涌流。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航天科工”）
日前举办以“自主创新、聚力
前行”为主题的国产化信息技
术产品发布会，重点发布航天
超级服务器、航天超级数据库
一体机、航天超级存储阵列等
航天三大件国产化信息技术产
品以及“天熠”嵌入式实时操
作系统、“海鹰翼辉”嵌入式
实时操作系统、“科斗”安全
移动操作系统等航天三小件国
产化信息技术产品，全面展示
了航天科工在国产化信息技术
领域的整体能力和系列成果。

航天超级服务器，具备超
级性能、功能、性价比的国产
化服务器，是航天科工非密办
公网推进国产化信息技术应用
所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该
产品在服务器 CPU 和交易型
数据库这两项网信核心技术方
面取得了重要突破，为我国国
产信息系统产业化装上了‘大
推力发动机’，其超级性能对
标国际排名第二。”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董事长高红卫告诉经
济日报记者，目前，航天科工
商密网协同办公系统使用的就
是超级服务器，得到用户一致
好评。

航天超级数据库一体机实
现了从芯片到整机、系统的全
国产化，具有高性能数据管
理、存储、处理三大功能，其
显著优势在于能够提供高性能
和一站式服务，同时具备开机
即用的优点，使用户能够在最
短时间内搭建高效稳定的数据
服务环境，并且简化了运维管
理流程。高红卫表示，航天超
级数据库一体机既能满足金
融、电信、工商、电力以及移
动在线支付等关键行业推进信
息系统建设的需求，又能满足
重点行业等领域信息系统建设
中对自主高性能数据管理服务
的需求，填补了国产自主大型
高性能数据库一体机的空白，
开启了全国产化数据库一体机
的新篇章。

航天超级分布式存储阵
列，作为国内首款兼容全系列
国产处理器平台的特大规模扩
展存储系统，可用于各类海量
数据信息的高效、安全存储，
填补了国产自主大规模高性能
存储系统的空白，可以在云计
算、大数据、高性能计算等领
域应用。高红卫告诉记者，该
系统在多项技术上做到了国内
首创，实现将多个传统意义上
的存储阵列节点组织为统一
的、资源可灵活配置的存储系

统的目的，具有极好的可扩展
性和极高的可靠性。基于优越
的产品性能，航天超级分布式
存储阵列在大数据分析、云计
算、高性能计算、海量文件存
储、桌面云和大容量备份归档
等应用场景中有着广泛的应
用，并在性能、可靠性、成本
方面显示出遥遥领先于传统存
储的突出优势。

“天熠”嵌入式实时操作系
统是一款可剪裁、可定制、具有
航天特色的嵌入式实时操作系
统,可 满 足 各 领 域 应 用 的 需
求。该操作系统支持绝大多数
现有处理器构架，同时，提供了
动态加载、多核动态平衡、虚拟
化等功能扩展以及各种辅助工
具，适用于不同嵌入式应用场
景。“目前‘天熠’嵌入式实时操
作系统的性能指标已与国外同
类产品持平。”高红卫说。

高红卫介绍，“海鹰翼辉”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采用航天
系统工程思想进行全新研发，
立足解决智能化发展瓶颈问
题，具备强实时、高可靠、高
稳定性特点，为智能机电系统
提供“云、网、端”整体解决
方案。该操作系统具有用户界
面可视化、研发过程协同化、
设计验证虚拟化、软件开发模
型化、模块部署一键化等特
点，能够支持龙芯、飞腾等国
产处理器，已经在多类型产品
中全面应用，并向工业自动
化、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民
用航天等民用领域快速拓展。

“科斗”安全移动操作系统
是以数据安全为设计核心，兼
具系统隔离和访问控制核心功
能的一套企业级双系统安全平
台，已经成功获得中国信息安
全认证中心颁发的信息安全认
证4级（EAL4）证书。高红卫告
诉记者，系统强调安全性与开
放性的兼容，使得搭载有该操
作系统的移动智能终端同时具
备安全性以及更高的可用性，
既满足了用户在一般日常生活
中的使用，又保护了储存于移
动智能终端中的内部数据。

高红卫介绍，航天科工还
迭代发展通用计算机，形成了
龙芯、飞腾、申威等多个系列的
新一代产品，围绕云计算、人工
智能、大数据、应用软件等进一
步拓展产品系列，形成包括“天
熠”云管控平台、VPN 量子通
信设备、签章系统等系列产
品。自2014年起，在全集团范
围内全面部署国产化网络信息
系统，见证了国产化系统从“能
用”到“好用”的发展过程。

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氪空间，一
如既往地热闹。成立两年多，这个以联
合办公为载体、以社群为纽带的中小
企业服务平台，正以每月新增 10000
多个工位的速度发展壮大，并于今年
初宣布完成6亿元Pre-B轮融资。

发展势如破竹的氪空间，只是“双
创”大潮下孵化器加速发展的一个剪
影。30多年沉沉浮浮，中国孵化器发
展状况如何，未来又当何去何从？

撑起保护的“小伞”

为方便科技人员走出高
墙深院，我国首家科技企业
孵化器应运而生，与创业者
比肩同行

30 多年前，武汉，东湖之畔。一
座闲置的营房里，诞生了一个简陋的
新型机构——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
心。1 部电话、6 间厂房、600 多平方
米，这就是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
器的全部家当。但它已不再是企业的

“婆婆”，而是化身“保姆”，为科技创业
者撑起了一把保护的“小伞”。

“那时，科技人员要走出高墙深院
谈何容易。这些人出来要有地方住，
档案要有地方接，招聘要有地方管。
如何对东湖地区民间兴办的科技企业
采取某种配套的特殊政策，形成一种
有利于这些科技企业发展的特殊‘小
环境’刻不容缓。”武汉东湖新技术创
业者中心早期创办者龚伟回忆。

第一本孵化器行业教程、第一个
孵化企业产权报价系统、第一家产权
式孵化器……时光流转，东湖创业者
中心创造了我国孵化器历史上多次第
一，也见证着孵化器成长的点点滴滴。

“有了空间，才有集聚，有了集聚
才能有效注入服务。创业中心发展初
期，限于当时的条件，大部分没有自己
的孵化场地，或者借‘窝’孵化，或者无

‘窝’孵化。”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
发中心主任张志宏说，一些创业中心
由于仅有几间自己的办公室，不得不
采取“以投资代孵化”或“以支持创业
项目代孵化”，然而收效甚微。于是大
家讨论，“孵鸡”是不是一定要有“鸡
窝”，要建什么样的“窝”。

十几年摸索，起步之初就在全国
率先建起“看得见、摸得着”的孵化楼
的天津创业中心提供了有益借鉴。

“‘空间即服务，区位即效率’，空间和
区位是孵化器为入孵企业提供的前置
隐性服务。”科技部火炬中心孵化器管
理处副处长孙启新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长期稳定提供充足的空间不仅可
以满足初创企业正常的办公需求，还
可以将各类创业资源（如中介服务机
构、政府办事机构等）聚集到孵化器当
中，直接降低企业在日常运行中的机
会成本。此外，良好区位带来的便利
性还可以为在孵企业提高创业效率，
降低创业过程中大量的沉没成本。中
国孵化器逐渐找到了孵化服务与场地
空间的平衡点和契合点，逐步形成了
可持续发展的市场化机制。

从5个人的筹备小组到十几万人
的管理大军，从服务3个项目到孵化出
上千个上市挂牌企业——与创业者比
肩同行，中国孵化器迎来发展的春天。

根据科学技术部火炬高技术产业
开发中心发布的《中国创业孵化发展
报告 2018》，2017 年，我国孵化器量
质齐升，创业孵化全面发力，取得了显
著成效：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已
达 4069 家 ，相 比 2016 年 增 长 了
24.8%；在孵科技型中小企业 17.5 万
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1.1万家；带动
就业达 256.5 万人；拥有有效知识产
权30.7万项。

助力创业者走向成功

孵化器帮助一批批初始
创业者创业成功，不断演绎
着“骑着自行车进来，开着奥
迪出去”的传奇

沈 鹏 的 创 业 可 谓 一 波 三 折 。
2013年，他还是华中科技大学机械专
业在校学生，因一个偶然机会走进武
汉光谷创客空间，结识了 5 位志同道
合的伙伴，并在创客空间负责人晏文
临鼓励下，踏上了创业征途。

沈鹏一番调研后将目标锁定在智
能门锁市场，并选择出租房为突破

点。在他看来，这是个刚需旺盛的市
场。作为光谷的“大管家”，晏文临帮
助策动18名创客，完成产品的原型开
发，并积极引荐吸引了50万元风险投
资。然而时运不济，仅仅 6 个多月 50
万元消耗殆尽，新一轮投资无法到位，
项目濒临“死亡”边缘。为此，晏文临
投入创客空间自有资金，累计 70 万
元。开发出现重大失误、产品量产发
现缺陷……一次次危急关头，晏文临
不断伸出援手。历经诸多坎坷，2015
年6月底，沈鹏获得第二次天使投资，
正式实现产品量产。

“以孵化器为载体，与创业者共同
成长，这是中国创业领域，特别是科技
创业领域独有的创业文化和创业生
态。”孙启新说。

一批批初始创业者在孵化器创业
成功，不断演绎着“骑着自行车进来，
开着奥迪出去”的传奇。曾入驻天宫
众创空间的江苏汇博机器人公司，如
今累计获得投资 1.5 亿元，2017 年销
售收入达到 2.5 亿元，处于国内领先
地位。曾入驻苏河汇的花加，短短两
年多即成为鲜花行业的“领头羊”，
2017年销售净额达到6.4亿元。

《中国创业孵化发展报告 2018》
显示，2017年，全国孵化器累计帮助4
万家企业获得1940亿元的风险投资；
毕业后上市和挂牌企业达到2777家，
占创业板上市企业的七分之一。其
中，3年前，伴随“双创”兴起而迅速升
温的众创空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
用。据有关统计，2017 年，众创空间
已达5739家，提供工位数超过105万
个，帮助 1.8 万余个创业团队和企业
获得超过670亿元的投资。

为初创企业发展赋能的同时，一
批优质众创空间也受到资本青睐。截
至 2017 年底，共有优客工场、创新工
场、银江孵化器、苏河汇、因果树等
1091 家众创空间获得社会资本投
资。2017 年 8月份，创业黑马成功在
创业板上市，市值曾一度超过 50 亿
元，成为众创空间上市第一股。

蓬勃发展仍有空间

众创空间让创新创业真
正惠及大众，但在服务能力
和水平、投融资体系建设等
方面仍需加强

深入各地调研，孙启新发现了一
个有趣的现象：一批当年毕业于创业
孵化载体的企业，由于认同创业孵化
的发展理念，在发展壮大后又兴办了
众创空间。

服务众包平台——猪八戒网就是
一个例证。猪八戒网曾在国家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孵化。“毕业”后，它通过众
包的方式服务创业企业和团队，在全
国建立了 20 余家众创空间和孵化
器。同样从孵化器走出来的科大讯飞
股份有限公司则开办粒子空间，将讯
飞的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基
础服务平台向广大创业团队和企业开
放，在孵化别人的同时也成就自我。

“在市场摸爬滚打后，众创空间的
经营模式、盈利模式、投融资模式逐渐
清晰，一批发展较快的众创空间通过
连锁经营或品牌输出开始迅速扩张，
形成网络化态势，高成长、新模式的创
业企业开始涌现。”孙启新说。

不过，蓬勃发展的背后亦有隐
忧。“众创空间的崛起，让创新创业真
正惠及大众，但也要看到，我国‘双创’
服务在很多方面仍有不足。”孙启新举
例，通过调研，75%的省份“双创”服务
能力和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41%
的省份反映投融资体系仍不健全；
34%的省份反映创业项目的科技含量
依然不足。

此外，网络化发展的众创空间在
持续发展和盈利模式方面还有待探
索，创业孵化人才队伍的职业化、梯次
化能力建设亟待加强。“很多孵化器从
业人员自身没有创业经验，而国内又
没有创业服务的学位教育体系和完善
的社会培训体系。”孙启新表示。

30多年前，武汉东湖

之畔诞生了我国首家科技

企业孵化器。如今，在“双

创”大潮推动下，孵化器这

一科技创业者的庇护“小

伞”与创业者比肩同行，逐

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市

场化机制，发展前景令人

期待

武汉光谷六大园区之一的武汉未来科技城。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