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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吸管創心魔法

2019年3月1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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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研發力量 鋰電「「引智」」升級

百支 8 厘變每支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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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外部環境波譎雲詭，我們的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都遇
到了比較大的挑戰，應對挑戰，最重要的還是要加快轉型升級的腳

步。」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萬鋼，在全國政協致
公黨界別的小組會議上坦言，這也是為什麼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再次強調了要堅持
創新引領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

「十年前，媒體宣傳我們時，為了體現企業
薄利多銷的經營理念，都喜歡提我們

100 根吸管賺 8 厘錢，現在早就過時了。」義烏
市雙童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樓仲平笑着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如今雙童自主設計的帶有水流止
回閥和過濾裝置的「心」形吸管，每根售價 8
元，但其獨特的樣式頗受情侶歡迎，在婚慶市場
上賺得盆滿缽滿。
作為一名民營企業家，樓仲平不甘於眼前短
期利益，勇於自我革命自主創新的故事，正是總
理報告中所呼喚的企業家創新精神。

定行業標準掌話語權
「吸管雖然小，但我們挖空心思去做，用科
技創新來進行產業鏈的提升，截至目前共擁有
150 項專利技術，佔全行業有效知識產權的一大
半。」據了解，這家有着 25 年歷史的企業主導
起草了《聚丙烯飲用吸管》的浙江標準、中國標
準乃至ISO國際標準的編制工作，將行業話語權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和團隊整天都在思考吸管這個產品除了
喝飲料還能幹什麼。如今，我們各類吸管共計有
12 大類、300 多種，創新產品也有 50 多種。」
樓仲平頗為得意，他順手拿起一根「心」形吸管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兩會報道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這根長長的吸管上方有
一顆粉紅色的「心」，「心」的兩邊弧上各有一
個小吸管，心形腔體裡則裝有一個小小的水流止
回閥和過濾裝置。
「僅這一個小小的水流止回閥，我們就擁有 4
項自主知識產權，有效解決了液體回流問題，還
避免交叉感染。」樓仲平告訴記者，因為吸管生
產是很偏很窄的行業，要想產品有創新、有市
場，只能靠自己研發，就連生產設備也要自己研
製。為了鼓勵員工參與創新，樓仲平每年都會舉
辦產品創新大賽，現在熱銷的不少新款吸管產品
就是大賽的獲獎作品。

成果作價獎科技人員
近年來，國家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要求加強技術與經濟的緊密結合，着力促進科技
成果轉化。其中，科技成果轉化是激發創新活
力，引導和促進科技團隊主動將技術成果與市場
結合，破解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有效手段。
在萬鋼看來，創新最大的短板還是一個能力
和體系的問題。「現在我們最需要的創新，是跨
界、跨行業、跨體制、跨機制的。」萬鋼坦言，
現在很多的創新都被限制在「圍牆」內，必須要
拆掉圍牆。「對於創新來講，是一家獨大好，還

用造火箭的勁造吸管
■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致公黨中央主席、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萬鋼。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是互相合作好？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評判。」
提高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涉及的科技人員持
股問題，是萬鋼今年關注的焦點。他表示，國家
為鼓勵科技成果轉化，陸續出台了很多涉及股權
激勵的規定，政策支持力度在進一步加強，高校
及中科院系統科技人員持股已在逐步實踐落地。
「例如清華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已通
過成果作價投資，實現了對技術人員的
股權獎勵，激發了科技成果轉化的新活
力。」

限塑令反利好 月銷量多過 12 年
「我給你講一個我
們跌宕起伏的創新故
&
事。」義烏市雙童日
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
樓仲平笑着說，2005 年，雙童就已經
研發出了生物質可降解吸管，該吸管
表面看與普通塑料吸管無異，但它的
材料卻是從玉米澱粉中提取出來的，
可以在堆肥條件下 45 天內降解成水和
二氧化碳。「雖然吸管很創新，但由
於售價是普通吸管的 6 倍，沒有商家
願意為此買單，產品都積壓在倉庫中
無人問津。」
沒想到，2018 年，歐洲議會對歐盟
委員會的禁止一次性塑料製品的提案

一讀審議通過，提案要求從 2021 年
起，歐盟範圍內禁止生產和銷售一次
性餐具、棉籤、吸管等一次性塑料製
品。「歐盟和日本是我們最主要的出
口市場，佔企業銷售額近一半，在限
塑令的影響下，2018 年我們可降解吸
管的產能實現了20%的增長。」

創新為企業挖深
「護城河」
「這麼來形容吧，去年我們一個月
賣出去的可降解吸管，比 2005 年至
2017 年 12 年賣出去的可降解吸管還
多。」樓仲平說，就在製造業大環境
不容樂觀、大批企業靠出租廠房度日
的 2018 年，雙童卻經過國土投標，拍

經濟轉型升級的爬坡換擋
期，一些企業面臨發展陣
痛。但仍有一批企業，通過
深耕主業在專門領域形成獨
特優勢，無論外部環境如何
變化，始終保持較高的增長
速度，成為當前經濟形勢下
的一道靚麗風景。香港文匯
■ 全國人大代
報記者了解到，持續的科研
表、天能集團董事
創新，正是這些企業高歌猛
局主席張天任。
進的保障。
香港文匯報記者
2018 年以來，受補貼政策
俞晝 攝
調整影響，補貼金額與能量密
度和續航里程直接掛鈎，導致新能源汽車銷量受到
了極大影響，進而影響了大批動力電池企業的業績
增長情況。然而，走進天能集團位於浙江省湖州市
長興的鋰電池生產車間，一片繁忙的景象，這裡正
開足馬力趕製一批電池產品訂單。
「這款電池正處供不應求，眼下正迎來生產高
峰。」全國人大代表、天能集團董事局主席張天
任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坦言，「面對經
濟下行、政策變化、原材料上漲等外部因素，我
們的策略就是抓緊時間進行技術升級，開發滿足
政策和市場需求的產品，提升企業的競爭實
力。」
據了解，近年來，天能集團通過「全球引智」
培育研發力量，注重「創新．智造」的特色人才
隊伍建設，加大科技研發投入，先後開發了
國家和省級新產品、高新技術產品 150 餘
項，為動力電池的研發提供源源不斷的後續
支持。
製造業是振興實體經濟的主戰場，民營企
業則是製造業的生力軍，然而，不少研究證
明，中國製造正面臨「雙重擠壓」：和東南
亞國家相比，中國在人力、土地、能源成本
上不具有優勢；和發達國家相比，近年來發
達國家憑借技術創新，用智能化機器人替代
人工，大幅度降低了對勞動力的需求，重新
吸引中低端技術產業回流。
「在中興事件上，我們可以看到，在以產品、
設備、製造為代表的製造業民營企業，由於存在
高成本、高稅負、低利潤而引發的自主研發、創
新創造、兩化融合、技術改造等發展『短腿』，
在核心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競爭力的產業、產品
上，與全球同業之間仍有不小的差距。」
因此，張天任建議，下一步，國家應該扶持民
營製造業創新中心、企業研究院、企業技術中
心、重點實驗室等研發平台的建設。「設立專項
基金，扶持有條件的製造業民營企業進行『數
字化工廠』建設，以智能製造裝備、系統和服
務為核心，幫助企業更快更好地轉型升級，
真正讓製造業民營企業湧現更多的『大國重
器』。」

經濟轉型要求優化產
業結構，持續增強科技
1
創新活力與核心競爭
力，全面提高發展質量
與效益。在這樣的情勢下，關鍵不是
大企業的再造，而是要依賴佔絕大多數
的中小企業通過科技創新進行轉型升級，
或專注某一細分領域做深做強，或抓住某
一新興產業一鳴驚人。
在香港文匯報記者的採訪過程中，發現凡是
能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依然活得有滋有味的企
業，莫不是靠不斷地研發創新。正如雙童董事長樓
仲平所說，這是一個科技創造夢想、創新改變世界的時
代。「即使是造吸管，我們也要拿出造火箭的勁頭，持之
以恒地進行創新，賦予其高科技含量，打造行業壁壘，讓我
們的客戶除了我們別無選擇，這樣企業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中國發展到現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
源、資本、人才、市場、產業鏈。然而，要造出世界關鍵材料技
術，無論是電子產業的芯片、飛機發動機，還是看上去簡單的圓
珠筆芯、高鐵螺絲，都需要長期積累，不斷進行研發和試錯，而
不是靠短期砸錢就可以快速獲得的。
正如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們必須健全以企業為主體的
產學研一體化創新機制，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
究支持力度，強化原始創新，加強關鍵核心技術
攻關。與此同時，進一步把大眾創業萬眾
創新引向深入，鼓勵更多社會主體創新
創業，拓展經濟社會發展空間。
據中國企業研究院的最新數據顯
示，改革開放 40 年來，約 70%的
技術創新、65%的國內發明專利和
80%以上的新產品來自中小企業。
在記者看來，中小企業不僅是推動
經濟增長、就業和產業升級的重要
力量，中小企業的科技創新，也是
國家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

下了總建築面積達到 40,000 多平方米
的地塊，用於投建二期生產擴建項
目。「我們將把二期工廠打造成為智
慧互聯的新型工廠，繼續通過科技創
新，走在行業前沿。」
「今年是我創業第四十年，從 1979
年當挑貨郎到現在，要說難，從來沒
有像現在這麼難過，現在做企業，特
別是製造業，尤其是江浙一帶的小商
品製造企業特別難做。」樓仲平信奉
華為「永遠在思考失敗」的管理觀，
在他看來，什麼「龍頭企業」、「隱
形冠軍」都是虛的，唯有不斷地進行 ■ 限塑令下，可降解吸管產能實現了
科技創新，才能為企業挖下一道更深 20%的增長。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的護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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