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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

会之“中国中小企业高峰论坛”在广州花园酒

店举行。据了解，本届中小企业高峰论坛以

“开放新格局 产业新未来”为主题，邀请了专

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深入探讨了在全球

“工业 4.0”、“工业互联网”浪潮下，中小企业

应该如何把握数字经济趋势，通过云计算、大

数据等来促进行业的创新与变革。

数据成为新生产要素

来自信息时报的消息称，据了解，目前实

体经济正面临产业变革的“窗口期”，传统产

业聚合的要素已从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转向

研发、大数据、品牌等非物质要素。如何面向

未来，提供产业发展新要素，把握数字化经济

的趋势推动产业升级也成了实体经济亟需解

决的问题。

“未来的 5 年，应该是中国互联网经济发

展的新阶段。”在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

执行会长谢泓看来，这个阶段暂可称为产业

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比商务互联网更复杂，其

复杂程度不仅限于互联网技术及平台，还需

要更多的行业经验，需要敢于革命自己、打破

行业藩篱的企业家精神。

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数据已经成为

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智能化的产品会有很大

机遇。”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认为，工业

互联网正在驱动制造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未

来制造业会以开放平台式的生态，形成一个

可运营的网络，去推动自己的发展。“未来的

制造业不仅是服务业，很有可能变成娱乐业、

IP 业这样的行业。”

刘松认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的万亿

级产业集群会出现在新材料、生物医药、化

工、高端装备等领域。以新材料领域为例，目

前市场正加大柔性屏、石墨烯、3D 打印材料、

汽车锂电池等新材料研发投入，而借助 AI 来
识别最佳材料组成，能大幅度提高新材料的

研发速度。

传统企业面临新旧动能转换

“数字化带来了时空压缩，从根本上颠覆

了商业的传统发展规律，加剧了不确定性。”

刘松表示，数字经济时代对生产资料、生产关

系、增长曲线及战略模式都带来了很大变化。

在生产关系中，网络就颠覆了传统生产关系

的时空局限。

这也让传统企业面临着新旧动能的转

换。对此，航天云网副总经理徐汕认为，中小

企业“船小好调头”，能更快地利用新技术，抓

住全新制造形态下催生的新工业红利，如智

能制造、协同制造、云制造等，打破现有的格

局。他认为，难点则在中小企业对工业互联网

的价值大小、安全问题等还存在认识不足，难

以主动地去拥抱新技术。

那么，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又该

如何进行呢？刘松认为，发展数字经济与智能

产业有五个关键词：平台、数据、智能、融

合、普惠。阿里的模式是小前端、大平台、富

生态。其中，融合与普惠更为重要。在他看

来，融合不再只是线上线下的融合，而出现

了原子比特的融合；普惠也呈现出了人人皆

可用、小微低门槛的特征，能更好地助力中小

企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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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何去非

揖寄语新时代铱
改革开放是一个恢宏的进程，我相信下

一个 40 年，中国仍将给世界呈现更大的惊

喜。作为新时代企业家，我们要努力把握发展

机遇，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要要要万事利集团董事长屠红燕

17台原始铁木织机尧 几间破旧的平房尧
22位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噎噎43 年前袁这是

万事利集团创始人沈爱琴创业之初所有的

野资本冶遥43年后袁万事利与全球最大奢侈品

集团 LVMH 达成了重要合作伙伴关系要要要
从赚取低廉的加工费到向外商输出核心技

术尧品牌文化袁万事利的转型发展之路袁正
是无数杭州企业在这 40 年里不断创业创

新的缩影遥
9 月 19 日，一年一度的云栖大会拉开大

幕，6 万名参与者从全球 80 多个国家聚拢参

加这场为期 4 天的科技盛会。

说是科技盛会，但让人意外的是，和丝绸

打了 30 多年交道的万事利股份公司董事长

李建华也走上了云栖大会的演讲台。作为特

邀演讲嘉宾，他对着众多科技工作者聊起了

传统企业如何抓住大数据时代机遇转型升级

的话题。

李建华演讲 PPT 中蹦出来的第一张照

片就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这是他与全球最大

奢 侈 品 集 团 LVMH 集 团 首 席 战 略 官 、

M佴tiersd'Art 负责人 Jean-BaptisteVoisin 的签

约照片———万事利将为 LVMH 集团提供其

自主研发的具有国际绝对领先水准的 IART
技术，这项技术也将成为 LVMH 集团旗下产

品开拓市场的核心竞争力。

一家传统丝绸生产企业能与 LVMH 集

团牵手合作，靠的是什么？李建华的答案只有

两个字：创新！

1975 年 3 月，30 岁的万事利创始人沈爱

琴在几间破旧的平房里，从 17 台原始铁木织

机起步，创办了万事利集团的前身———杭州

笕桥绸厂。

从创业之初开始，创新就是这家企业的

生存之道。

一家乡镇企业要生产出与国营大厂一样

好的产品，没有技术骨干怎么办？沈爱琴几顾

茅庐，从上海、杭州、绍兴等地请来了国营大

厂的退休老师傅传授技艺，提高工人们的技

术水平。经过不断的钻研和积累，上世纪 90
年代初，万事利的丝绸产品终于闯出了一番

小天地，不但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重要商场开

出了专柜，也承接了一些国外品牌的贴牌加

工业务。“我母亲非常重视技术的创新，不断

进行技术升级。早在 1991 年，我们就曾花

5000 多万元率先从日本进口世界最先进的

喷水织机，替换了厂里当时已是国内最先进

的剑杆织机。”万事利集团董事长屠红燕回忆

道。不仅如此，一年后，万事利又大手笔投资

了 1 亿元，从德国、瑞士、意大利引进了真丝

绸印花生产线，从韩国、法国等国引进了 18

台全自动针织大圆机。

除了对技术手段创新的重视，万事利更

重视的是技术人才、设计人才的培养。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沈爱琴曾有一个举动震惊了

杭州乃至全国的企业界：一口气引进了 117
名专业大学生人才！也正是这样一次又一次

的举贤纳才之举，为后来万事利的跨越发展

储备了大量专业人才。

最近，万事利集团旗下龙头企业万事利

丝绸数码印花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廷方带着团

队在欧洲出差，帮助客户解决技术生产难题。

他就是万事利当年最早引进的大学生人才中

的一位，也成了万事利一手培养出的职业经

理人。“我们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一直遵循着

一条原则：把传统的丝绸制品通过技术革新，

最大化地把产品的优势展现给消费者。”马廷

方说。

有了技术和人才的双重保障，万事利创

新的步伐迈得更大了：2014 年，万事利旗下

的下沙工业园数码印花公司就曾一次性引进

了多项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先进技术，包括

超高速导带数码喷墨印花技术、色彩存储计

算机控制技术等；2017 年，万事利通过孜孜

不倦的研究与攻关，解决了面料渗透的业界

难题，正式发布了自主研发的 IART 技术，做

到了丝绸面料的双面同花同色、同花异色，

“面料的渗透和纬斜，印花的清晰度，色彩的

波动性……我们遇到过各种困难和挑战，办

法只有一个：泡在车间里反反复复不停地进

行调试与琢磨，直到把这个‘硬骨头’啃下

来。”公司总工程师李双忠说。

在 8 月底与万事利的签约仪式上，

LVMH 集团 M佴tiersd'Art 负责人 Jean-Baptis原
teVoisin 曾表示：“使用万事利的丝绸核心技

术将极大提升 LVMH 集团相关产品、品牌的

核心竞争力。”对奢侈品行业来说，这是史无

前例的一次创造性探索，它可能推动的是全

球奢侈品行业的变革。对此，李建华也谈到，

中国为全世界提供了 90%的丝和 80%的绸。

由于受制于丝绸技术等方面的原因，通常只

能向国外企业输出原料或者代为加工，赚取

低廉的加工费用。“现在我们可以向世界一流

的企业反向输出新技术、新品牌，这是中国丝

绸时尚产业崛起的一个标志性开局，不但实

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重要转变，更使中国技

术和产品再一次站在了引领时代的最前沿位

置。”

集团董事长屠红燕认为，万事利既传承

了传统产品的优势，又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进行着革新与创造，这也是集团生存发展的

根本。她拿起最新开发的一款多功能丝绸笔

记本做范例：“比如这个产品，从第一代到第

二代的更新和研发我们只用了两个月。现在

越来越多人有了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所以我

们的产品也得时刻保持在时尚前沿，无论是

款式、技术还是营销模式，都需要不停地创

新。”在屠红燕的心底，万事利制造的丝绸不

仅仅是杭州的丝绸、中国的丝绸，更是世界的

丝绸。让杭州的丝绸产业代表中国最先进的

丝绸文化和技术更好地走向世界的舞台，是

这个杭州企业家的心声。

姻 闫盛霆 郗文娇

9 月 23日，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

响泉村农民焦裕良迎来了属于他的节日———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淄川首届中国农民丰收

节开幕现场，焦裕良带来了他自己种植的雪

桃，个头饱满的雪桃在碧绿桃叶的映衬下鲜

艳欲滴，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这是焦裕良

独创的产品之一。

新形象：科技范儿

此前一个月，焦裕良的第七届川山果品

采摘节已经在响泉村隆重开园，猕猴桃、音乐

御梨、雪桃、雪梨、果园里的水果可以断断续

续采摘到 11 月。尤其是今年的猕猴桃，因全

程在淄博市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再加

上太河镇峨庄片区特有的小气候，使用有机

肥，果实格外甜美，绿色健康。从东营、潍坊、

济南等地赶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最多的

时候，焦裕良的采摘园里一天就接待了 200
余人。

临近响泉村，焦裕良把鲜艳的横幅挂满

了道路两侧，格外显眼，“热烈庆祝川山农业

荣获淄博市示范社”“热烈庆祝川山农业荣获

省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奖”，在这么一个偏僻幽

静的小山村，能有这样的成绩，谁看了不想下

车来品尝品尝呢？“淄博市都市农业示范区”

“山东省农业优秀科技创新奖”“淄川区农业

优秀科普基地”，诸多称号加身，让焦裕良这

个在响泉村耕种了一辈子的老农民显得与众

不同。

响泉村位于峨庄古村落国家森林公园内,
森林资源丰富,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海拔

800 多米的响泉大峡谷地势险峻,焦裕良的 80
亩果园就位于附近,以种植梨、桃、猕猴桃等

林果为主。作为技术能手、职业农民，焦裕良

在这片土地上耕耘了数十年。他用他的头脑

风暴，不断颠覆着传统的种植模式，用各种新

潮的产品，鼓起了自己的钱袋子，也带动了周

边村民共同发家致富。

响泉村是省定贫困村，自 2015 年起，市

农科院和响泉村签订了科技帮扶协议，通过

授课、举办培训班，在种植方面给予村民建

议，让村民从经验种植转为科学种植，亩均收

益大幅增加。

有了科技的帮扶，焦裕良如鱼得水。也

许，这就是焦裕良身上的与众不同指出，他的

水果有着神秘的科技味道。

新概念：树上木屋

“到响泉、听泉声、住木屋、数星星。”2017
年 7 月 12 日，响泉村树上木屋群正式开业

了。一座座深黄色的小木屋掩映在浓阴绿树

之间，新颖别致。焦裕良亲自撰写的广告语，

勾起了游客们儿时的回忆。“木屋很多地方都

有，但是悬挂在离地面 2 米高的树上木屋估

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焦裕良表示。

据悉，焦裕良打造的新概念“响泉树上木

屋别墅群”是淄博市首家以泉群为中心的木

屋区。

自从 1983 年的第一届村民委员会开始，

焦裕良就在村里担任村干部，一干就是 35
年。生于斯，长于斯，多年来焦裕良不遗余力

的宣传、推广响泉村的传统文化。他的脚步走

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他也识遍了村里的花

花草草，带着一拨又一拨游客义务介绍他深

爱的家乡之美。

据他介绍，响泉村历经宋元明清，千年的

变迁，留下了古楼、古树、古钟、古寺、古厢房，

成为最原始的古村落。村内还保留着原有的

民间用具：石碾、石磨、拴马桩、上下马石。并

流传着王定保借当、孝女炉姑等故事。响泉村

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是峨庄瀑布群的主要

段落之一，泉眼众多，是三伏天歇凉的绝佳去

处，村里已开发和正开发的景点有 30 处之

多。近年来，村里打出了“在响泉过一个 18 度

的凉凉的夏天”的口号，吸引了很多城里观光

客。

古村古树，古宅古院，清风凉意，小溪潺

潺，游客们来到这里，住响泉树上木屋，享受

一个 18 度的清爽夏天，享受乡村的宁静。

新创意：雪中桃梨

这么多年从事农业种植，焦裕良从未停

止过“大脑风暴”。他曾引进国外植物高科技

音波技术，给梨放音乐，种出“音乐御梨”。别

说，种出的水果还真是别样的口感，口感甜

脆，汁多渣少，营养丰富，个大皮薄。收获一群

忠实的吃货粉丝。音乐御梨还荣获淄博市创

意农业大赛银奖。

“天宫王母赐珍品，雪梨雪桃降人间；天

寒地冻无所惧，传统林果被覆颠；同伴不知何

处去，唯我枝头乐安然；稀奇珍树何处寻，森

林峨庄找川山。”焦裕良还独创山东焦式雪

桃、雪梨。大雪压枝头，其他的水果早已无迹

可寻之时，焦裕良的雪桃、雪梨依然水灵如

初，在雪中等待着人们的采摘。这是焦裕良历

经 10 年精心培育而诞生的农业重大科技成

果。零下 13 度，挂在树上的“小雪蜜桃”依然

鲜艳欲滴，成为一道景观。他的雪梨成熟期

晚，小雪过后才开始采摘，因为生长周期长，

糖分高，营养大，口感好。单果最大重达到 2
公斤，平均 1.5公斤，糖酸度比 24:1，是目前国

内口感最好的梨。2014 年荣获淄博市农业创

业与创意大赛二等奖。

敢于创新的焦裕良在成功培育小雪蜜

桃、川山雪梨后，如今又有了一项新的科研栽

培成果，他的川山猕猴桃在市农科院的指导

下顺利落地结果，今年更是供不应求。焦裕良

还给他的川山猕猴桃写了《三字经》：环境美，

水质好，空气新，地势高，光照足，透风强，温

差大，营养富，口感佳，食不俗，价值高，甚称

奇，常食用，不生病，保健康，延寿命。

平时种的水果，焦裕良都琢磨了一遍、创

新了一遍。今年再弄点啥？平时当地漫山遍野

的山楂引起了他的注意。现在都流行给水果

套袋种植，不沾农药，健康安全，连葡萄都套

袋生长，能不能给山楂套袋试试？说干就干。

今年，他又成了周边地区独一份：探索山楂套

袋种植。

2018 年山东省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

赛开始了，焦裕良的“头脑风暴”让他成为淄

川区的唯一参赛选手。他的“树上木屋”“音乐

御梨”“雪中蜜桃”等创意和产品，将在更广阔

的天地展现。

作为一位从没有离开过土地的农民，焦

裕良对他的田地、他的果实，爱的深沉。正因为

这种爱，让他扎根山村，在推动农产品创意种植

上走得扎扎实实，给人们带来诸多惊喜。

“留抵退税”
为河南农机装备企业
发展鼓足马力
姻 赵显 刘洋洋 胡冰

农机装备作为“中国制造 2025”大力推

动的十个重点领域之一，对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促进农业增产增效、推动农村发展起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产粮大省河南，随着深

化增值税改革“留抵退税”政策落地，明确对

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

和电网企业等部分行业的增值税期末留抵

予以退税，农机装备制造企业直接减税效果

明显，为企业转型升级增添了新引擎、鼓足

了大马力。

“这次国家出台留抵退税的好政策，对

我们农机生产行业绝对是重大利好，一举解

决了困扰我们十几年的大难题，对我们进一

步做好产品研发和技术改造提供了强有力

的资金支持。”位于洛阳的第一拖拉机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拖”）财务总监姚卫

东高兴地说。

“一拖”前身为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始建

于 1955 年，是我国“一五”时期 156 个重点

建设项目之一，也是我国农机行业唯一拥有

“A+H”股资本平台的上市公司。姚卫东介绍

道，十几年来“一拖”每年都产生几千万元的

政策性留抵税款，累积下来已有 2.84 亿元之

多。与此同时，为保持在行业内的技术和市

场优势，“一拖”积极响应国家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号召，每年都投入几个亿进行产品研发

和技术改造，资金需求非常大。

“在农机产业调整期和企业转型升级的

关键节点上，国家出台了留抵退税政策，不

仅送来了 2.84 亿元的留抵退税款，而且每年

可以节省财务费用 1300 万元左右，有了政

策支持，我们搞研发的自信心更强了，‘走出

去’的底气更足了！”姚卫东介绍说。

同样收到留抵退税“大红包”的还有郑

州中联收获机械有限公司，该公司董事长陈

玉鑫在收到 2267 万元留抵退税款后，激动

之情溢于言表，“感谢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

感谢税务部门的高效便民举措，这一大笔退

税款对于企业来说无异于及时雨、雪中炭，

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陈玉鑫介绍，作为一家集产品研发、零

部件生产、整机组装和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

业收获机械企业，目前企业自身也面临着资

金不足，融资成本不断攀升的难题，资金短

缺成为制约企业进行创新研发、转型升级，

调整产品结构、扭转销售下行趋势的主要因

素之一。在这个紧要关头，公司能及时收到

这笔 2200 多万元的退税款，就像打入一剂

“强心针”，吃下一粒“定心丸”，获得感满满。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院

长殷强指出，国务院出台的深化增值税改革

新政，对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

代服务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电网企业的进

项留抵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为农机装备

制造企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有利于我国农

机工业综合实力提升。

殷强认为，我国农业机械装备领域与发

达工业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降低

制度性成本不仅关乎企业成本，还直接影响

企业发展机遇，农机装备行业要充分利用好

国家政策，抢抓机遇，加大技术研发力度，培

育核心竞争力，尽快实现由制造大国到制造

强国的跨越，研制推出更多符合农业现代化

发展的“农耕重器”。

创新闯出传统企业转型新“丝路”

焦裕良：一位农民的“头脑风暴”

刘松：工业互联网驱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荫屠红燕（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