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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

堅持人民做「老闆」
A26版

李鴻忠
湖北省長

名門之後上海創業
A32版

鄧日燊
汽車大亨

經濟理論填補空白
A46版

王乃靜
經濟學者

2008年也許是一個普通的年份，就像歷史長河中流淌過的每一個年輪。然而，對中

國而言，2008年又有太多的不同——奧運會第一次來到中國，改革開放迎來了30周

年，還有在3月召開的全國兩會。

08兩會正逢換屆之年，無論是全國人大、政協，還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

有一批更年輕、更新銳、更開放的新人走向前台。在民族復興路上負重前行的中國，

也走到了發展的拐點。30年前，中國在鄧小平的推動下開始了改革開放的新長征，經

濟社會發展一日千里，國家綜合實力大增，民眾生活水平日高。可在經濟騰飛的同

時，古老中華也付出了環境急劇惡化、貧富懸殊加大的代價。

接力棒交到了第四代，胡溫新政適時提出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民生、

生態、可持續發展，成為中國的流行用語，在這背後，是中國人民的新追求──走向

和諧──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改革進取與穩定富強之間的和

諧，以及中國與這個世界之間的和諧⋯⋯

2008，將以中國人民進一步走向和諧為標誌，在歷史長河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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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
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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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鶴樓科技園始創於2003年初，建築面積3萬餘平方
米，內設天然本草香料研究所、黃鶴樓學院等十三所
一室一院，外延紅坪天然本草、中草藥種植園和特色
香料實驗基地等。這裡孕育黃鶴樓品牌的核心創新，
廣納英才、對接市場，集中了黃鶴樓最強大的科研力
量，最濃厚的學術科研氛圍，是黃鶴樓創建的開放
性、集合型科技創新平台，源源不斷把創意輸入黃鶴
樓的產品，全方位地從科研、人才和市場等方面支撐
黃鶴樓的跨越式發展。
面對與國外產品的激烈競爭，「形成獨特的中式風

格，只有這條路可走。」行業內唯一一位中國工程院
院士、89歲的朱尊權如是評價。黃鶴樓的「中式經典
品牌」的內涵和氣質，在黃鶴樓科技園夜以繼日的試
驗創新中逐步實現協調統一。
從天然草本植物中提取香精香料，讓傳承千年的中

草藥精煉成的雅香成為黃鶴樓品牌的經典中式印象，
總經理彭明權一個電光火石般的靈感，讓黃鶴樓科技
園延伸出一條自主創新的路徑。黃鶴樓科技園的核心
與特色迅速形成，天然植物應用實驗室和香精香料研
究所中飄散出的香氣正是黃鶴樓品牌中式風格的靈魂
和精髓。
要成為市場的主導者，就要首先做市場標準的制定

者，創建原生態原料標準和天然香精香料標準，成為
企業自主創新的一個重要目標。充分利用湖北藥聖李
時珍、茶聖陸羽故里及本草寶庫神農架的豐富資源和
先天優勢，黃鶴樓品牌原料在神農架林區建立天然本
草中草藥種植基地，科研人員運用華羅庚優選法和模
糊數學理論，獨創「五重提取、四級分離」超純技
術，從神農香菊等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功效的中草
藥中，研製成150餘種本草提取液，其中已有20多種成
功應用於產品生產，成為其淡雅醇和、飄逸自然等感
官特質的核心要素。
採用高科技手段從天然本草植物提取活性成分，製

成香精香料，開創出企業自主創新天然香精香料的先
河。目前黃鶴樓科技園已經成立香精香料公司，專門
供應生產所需的香精香料。天賜淡雅香，作為一種新
的香型，一個有 鮮明中式特色的新品類，伴 古色

古香的黃鶴樓，迅速風靡大江南北。
初步建立起黃鶴樓科技園，作為企業「創新源」的

基地、集合科研力量的基地、實施創新活動的基地和
科技成果轉化的基地，以形成「高濃度」的技術研
究、「高質量」的成果儲備和「高效率」的投入產
出，累計申報專利155項，在中藥材、天然本草提取活
性成份、可降解包裝等領域取得系列核心技術，成為

黃鶴樓高檔品牌「雅香風格」、「中式經典定位」的重
要支撐。「從黃鶴樓身上，看到了高科技。」國務院
在考察黃鶴樓科技園時這樣感歎。

人才：聯手高校院所 凝聚高端智慧
2007年11月29日，華中科技大學、黃鶴樓科技園簽訂

全面合作協議。李培根校長、彭明權總經理為「華中
科技大學．黃鶴樓科技園博士後產業化基地」掛牌。
此舉標誌 我國科研力量強勁的高等院校代表與創新
能力強勁的黃鶴樓品牌在科研領域正式「牽手」，展開

多領域、深層次、高水平、全方
位的合作。
華中科技大學是聞名全國、享

譽全球的高等院校，黃鶴樓科技
園是「異軍突起、後來居上」的
現代新型高科技研發、創新企
業。作為探索創建產學研合作體
系的實質性舉措，雙方簽署了全
面合作夥伴關係協議，包括現代
管理研究、黃鶴樓品牌提升品質
品味等合作項目，涉及天然本草
香料、環保性材料研究、高級科
研營銷管理人員培訓等領域。此
次合作，有利於黃鶴樓科技園充
分利用高校優勢，增強整體科研
實力和成果轉化力，提升黃鶴樓
品牌和企業的競爭力；有利於華
中科技大學提高科研市場化水平
和成果轉化水平，真正培養市場

所需、企業所求的高級應用型人才。
類似以上這種強強合作的例子不勝枚舉，企業充分

利用武漢大專院校資源，並先後與美國IFF、德國拜耳
等知名國際公司合作與交流。借外腦、借外力，構建
無邊界技術中心，搭建外延型技術創新平台。黃鶴樓
科技園凝聚了一大批高端智慧和社會英才，化學、醫
學、藥學、生物學、管理學、設計學等多個專業領域
的400多名優秀人才在這裡碰撞思維、激盪智慧。中科
院、同濟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20多家高等院校和科
研機構與之結為長期技術協作「夥伴」，400多名各學
科精英與之建立長期合作關係。400名精英背後，是一
個更廣泛、更活躍的智慧延伸、支撐帶。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或項目合作，或兼職聘任，

科技園海綿般吸納 四面八方的養分；高端人才資源
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2004年，企業的分配制度改革
徹底打破了論資排輩，不分 「正式工」、「合同工」，
一律以績效論報酬。整個科技人才的收入比行政人員
要高出許多。博士們說，這就是對知識的尊重。
企業還通過完善職稱制度、評聘分離制度、特殊津

貼制度、博士後制度等高層次人才管理制度，進一步
形成有利於培養選拔高級專家型人才和形成「能者
上、庸者下」的機制；注重科技人員績效評價，建立
不同領域、不同類型人才的評價體系。同時積極倡導
拚搏進取、自覺奉獻的敬業精神，求真務實、勇於創
新的科學精神，團結協作、奮發有為的團隊精神。

市場：成果快速轉化 對接市場需求
黃鶴樓科技園的建設為企業搭建了一條從實驗室到

工業化無縫對接的通道，一條把科研成果以消費者需
求為目標迅速轉化為產品市場的快速通道。
總經理彭明權一針見血地指出，市場經濟條件下，

消費者是決定產品配方設計風格的權威，是決定品牌
品質品味的權威，是決定品牌競爭優勢和成長性的權
威。「從市場中來、到市場上去」的思路，伴隨科技
園的創立而在科技人員的心中逐漸落地生根，消費者
需求是產品研發的第一標準。
黃鶴樓科技園一改過去關起門來搞配方的做法，轉

而深入市場搞研發，技術人員每年深入市場達60天以
上，開展形式多樣的市場調查，以市場的真實需求決
定產品的設計風格；聘請528位經驗豐富的零售戶、消
費者代表組成專業隊伍，每月對產品開展質量評判；
與商業單位配合，在全國設立了756個消費者意見徵集
站，結合反饋的意見持續改進，使產品成為承載消費
者意願的重要載體。
代表黃鶴樓品牌特色的「雅香」，短時間內很可能難

以被眾多消費者接受，因此，從開始研製起，業內就
有很多爭議。但決策層認為，有爭議是好事，最終則
要用市場來檢驗。
為了調配出讓消費者滿意的口味，企業做了大量的

市場調查工作，不斷調整配方，採用中草藥技術處
理，利用純天然草本植物進行氣息協調，最終投放市
場後，反應良好，今年的銷售已達到4萬箱。該研究項
目也獲得科技一等獎。
最短的通道，帶來最高的效率。黃鶴樓科技園裡，

實驗和中試環環相扣，研發和生產無縫對接。辦公
室，設計人員設計新圖案，走幾步，隔壁房間就可製
版、發排，再到相隔不過二三十米的另一棟樓房的廠
房，第一時間就可印刷小樣。在包裝設計研究所櫥
窗，陳列 上千種黃鶴樓、紅金龍品牌的設計樣式，
其中多數是為未來市場儲備的品種。薄片實驗室和生
產車間的無縫對接，使研發成果迅速工業化，僅此一
年節約成本6000餘萬元。包裝印刷、香精香料生產⋯⋯
黃鶴樓科技園已形成多個科技成果的中試轉化平台。
經歷五年磨礪鍛造，科技園已支撐起一個全新的

「黃鶴樓」。2006年，「黃鶴樓」銷售15萬箱，2007年增
加到25萬箱；省外市場，去年一年增長6倍多。「黃鶴
樓科技園和黃鶴樓品牌的相伴成長，使我看到了行業
發展的希望。」國家局局長姜成康參觀黃鶴樓科技園
時感慨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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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一扇門，我們就從一個世界來到另一個世界，因為我們打開的，是
思想之門，是創新之門。」總經理彭明權以一句睿智而深刻的比喻解讀出黃
鶴樓這個百年品牌的復興秘訣，而打開這扇門的鑰匙就是黃鶴樓科技園。
這是一座精英薈萃的高端舞台，一個沒有圍牆的研發基地。依托黃鶴樓科

技園，企業已與20多家國內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技術協作，同400餘
名社會專家、專業人才技術合作，構建產學研聯盟。創新的力量無限，創新
的收效顯著，科技園助推百年品牌黃鶴樓在五年內做強做大，2007年經濟規
模突破百億，黃鶴樓暢銷全國、聲名鵲起，市場領域迅速擴大，一舉實現
「從依賴湖北省內市場向全國統一大市場的跨越」。與此同時，企業又開始越
過大洋，搏擊歐盟市場。

■本報駐武漢記者 俞 鯤 專版策劃：戚新平 周 丹

■姜成康局長與研究員親切握手

■黃鶴樓學院是黃鶴樓品牌文化建設的重要陣地

■黃鶴樓科技園是黃
鶴樓品牌的「創新源」

■科技人員正在進行香料提取實驗

■黃鶴樓

■黃鶴樓科技園天然香料研究所中草藥存貯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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