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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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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江苏太湖县”应为“安徽太湖县”，特此更正，并向相关企业
和广大读者表示歉意。

本报编辑部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
了“大脑国家、躯干国家、手脚国
家”的结构，并由此决定了不同国
家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地位。杭州
汽轮动力集团在国际市场竞争中
已经完成由“躯干企业”向“大脑企
业”的过渡，使人看到中国由“躯干
国家”向“大脑国家”转变的实现途
径。

创新能力决定“大脑国家”、
“躯干国家”、“手脚国家”

大脑担负生物神经调节功能，
身躯与手脚的运动都受大脑的指
挥。“大脑国家、躯干国家、手脚国
家”的分类是借用生物神经关系的
形象说法。

所谓“大脑国家”，是以技术创
新为基本战略，以生产知识与输出
知识为主的国家，其共同特征是：
创新投入高，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
70%以上；自主创新能力强，国家的
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 30%
以下。美国、德国、日本、芬兰等 20
多个国家属于这类创新型国家。

所谓“躯干国家”，是自主创新
能力弱，缺少自主知识产权，以接
受知识和运用知识为主的国家。这
类国家以资源与劳动力为基础，以
投资拉动为主要动力，以速度增长
与规模为基本目标，技术上、品牌
上受制于“大脑国家”。 中国东南
沿海经济就是在人工低成本、用地
低成本以及税收低成本中快速发
展起来的。2008年前后，代工模式
吸纳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并成为
近 30 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
动力之一。

所谓“手脚国家”，主要承接转
包生产和来料加工，赚取少量的加
工费。外国公司利用对总体设计、
核心技术、采购和销售环节的控制
权，占据了竞争的优势，使得占世
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一举一
动都受制于这 20 多个“大脑国家”
的指挥。

这样的案例俯拾皆是。中国所
有出口鞋的企业利润不敌一个耐
克，所有出口茶叶的利润不如一个
立顿红茶，所有出口的打火机不如
一个 Zippo，中国发达的福建、浙江
的出口企业只不过是赚点“微薄血
汗钱”而已，其最大的问题是缺技
术、少品牌。我们再也不能说西方

国家的经济侵略与剥削了，因为谁
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世
界，这是铁的规律。

就目前总体情况看，我国仍然
处在“躯干国家”的地位。而我国中
西部广大地区则处于“手脚”地位，
去年以来富士康向西部地区转移
“代工企业”，就具有鲜明的“手脚”
特征。据统计，目前外国企业在中
国申请的专利总量是中国企业的
6.4倍。我国一些加工制造能力较
强的行业多属 “世界工厂”性质，
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在巨
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
己“头脑”的贴牌企业非常容易“沉
没”。

企业创新
关键在于“自主”二字

所谓自主创新，就是经济主体
自己主动开展技术创新活动。从中
国国家整体利益角度讲，自主创新
就是指在中国资本控制下的本土
企业群体所进行的主动型创新活
动。

从杭汽轮的创新过程看，自主
创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如下三个
层次上的指向：

创新主体指向：中国资本控制
下的本土企业。只有中国资本控制
下的本土企业群体创新，我们才能
拥有创新成果的自主知识产权。

创新性质指向：本土企业的积
极主动型创新。创新包括两个层
次，一是自力更生型，如我国的“两
弹一星”等。二是模仿创新型，就是
在高强度消化吸收情况下进行自
主开发，以取得市场优势，同时向
前端基础应用科学延伸。杭汽轮的
技术创新属于后一种。

创新能力指向：本土企业具备
自我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只有本
土企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具备了
这种持续的学习能力和组织能力，
才能真正具有了持续的国际竞争
力。

中国是一个大国，必须拥有自
己相对独立而全面的经济体系以
及与此相适宜的相对独立而全面
的技术支撑体系。而构建这个体系
的微观基础就是本土企业群体要
成为创新主体，重塑本土企业、行
业乃至整个民族持续的学习能力
和创新能力。历史告诉我们，创新
能力只能内生于我们中国企业组
织内部，别人无法依靠。

杭汽轮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开
始德国西门子公司有步骤地散布
创新成果，其用意当然不是为了帮
助本土企业提高竞争力，而是为了
占领中国市场。正如鲍莫尔在分析
西方大型企业向外自愿散布专有
技术内在动机时所指出的，他们自
愿散布专有技术当然是为了“得到
一份适当的回报，或者是牵着竞争
者的鼻子走。”这就一针见血地指
出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散布
技术的要害：能封锁时就封锁，让
你的技术无法独立；当你有望发展
出独立技术的时候，就急忙将技术
转让给另一家，意图继续占领中国
市场。其实，他们最终目的只有一
个，就是“阉割”中国企业乃至整个
民族的创新能力。

企业“自主”创新的
实现途径

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竞
争实力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获得
技术创新资源来获得支撑，但是技
术进步上的“日韩道路”与“拉美道
路”告诉我们，经济主体是依赖别
人的创新成果，还是依靠自己主动
地进行创新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最终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是
在吸收别人的创新成果基础上进
行主动的再创新，并且成功地实现
了由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型，
步入世界工业和技术强国行列。而
后者则被动地吸收别人技术成果，
结果仍处于落后的状态。两种技术
进步策略的比较结果告诉我们，经
济主体必须自主创新。

在中国，自主创新经历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代工阶段，参与
国际分工的优势是低成本，是模仿
性的，很少有什么创新性的东西。
第二阶段是仿造阶段，普遍奉行
“拿来主义”，表现为：一是简单跟
进型，单向引进—消化，对外国技
术亦步亦趋。二是被动引进型，就
是通过购买外国先进设备、专利、
图纸等技术创新成果直接投入生
产，不进行消化和“进口替代”。三
是合资引进型，就是试图通过“以
市场换技术”策略达到外资企业的
“本土技术溢出”效应。这三种形式
实质上是被动型技术进步战略，技
术成果主导权掌握在外国企业手
中。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一
些地方或行业习惯于采取这种技
术策略，结果是使我国某些行业陷

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
的泥潭。

怎样进行自主创新，杭汽轮依
托核心技术，推进生产、管理、市
场、文化体系的全面创新，为我国
国企的发展探索出成功的路径。

实现“躯干”向
“大脑”的转变

2011年，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
计划开局年。中国现代化的时间
表，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后半程”。
靠什么保证现代化的持续性？靠什
么续写“前半程”的辉煌与光荣？关
键要在自主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自主创新，刻不容缓。目前世界
的根本性竞争是科技创新的竞争。
国际金融危机波澜未平，一场争夺
未来发展制高点的自主创新“竞
赛”已经展开：美国将研发投入提
高到 GDP的 3%，创下历史最高水
平；英国着眼发展低碳经济、数字
经济，“构建英国未来”；欧盟宣布
投资 1050亿欧元发展绿色经济；俄
罗斯提出开发纳米和核能技术……
此时，加快自主创新，不仅符合世
界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
更关系到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能否拥
有新的引擎，在未来竞争中能否获
得新的优势。

应当看到，当下还有很多中国
企业甘心充当西方企业的“手脚”，
自主创新“创而不快”、“久创难
新”，令人焦急。在片面追求增长速
度的体制机制下，那些掌握自然资
源多、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的
地区和企业，在价格形成机制不能
真正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代价
的背景下，总是能够轻易获得廉价
生产要素并赚取高额利润，自然不
会去想办法创新；在以发展速度和
规模论成败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下，一些地方仍然是紧盯速度，
“好”让位于“快”。中国影响自主创
新的深层原因，在于体制与机制。
不破解这些难题，中国的未来经济
就没有希望。

杭汽轮由“躯干企业、手脚企
业”向“大脑企业”的转变，显示着
中国由“躯干国家、手脚国家”向
“大脑国家”转变的可能。

尽管像杭汽轮这样的国有企业
还不多，但是我们毕竟看到了希
望。

本报记者 李锦/文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依托核心技术提高竞争力调查

杭汽轮博弈西门子展示“中国力量”

史作亚担任一公司经理以来，先后组织完成了济南环城
公园西护城河环境工程，此工程获得了“山东省绿化工程优质
工程”奖，济南经十路道路及环境建设工程获得“中国市政金
杯示范工程”荣誉称号。2006年他主持施工的济南市西部新
城区大学科技园 A2支路道路绿化工程被评为“济南市园林
绿化优质工程”，2007 年在山东省建设重点工程立功竞赛活
动中荣立三等功。2008年，在圆满完成了景观湖工程的基础
上又被指定参与建设“第七届中国（济南）国际园林花卉博览
会”展馆工程，并圆满完成任务。2008年，史作亚担任了第七
届中国(济南 )国际园林花卉博览园建设工程项目经理，负责园
林绿化、园区道路、管网工程及景观湖综合整治的建设工作。
为了有效抓好工程进度和现场管理，史作亚在整个工程中采
取工程网络化管理，对各项目的进度、施工质量全面负责。他
还每周主持召开一次项目经理、专业组长参加的工程协调会，
总结本周的工作完成情况和分析存在的问题，布置下一步工
作计划，并按会议要求进行监督检查完成情况，确保了工程按
期保质保量完工，园博园工程一次创优。

园博园的绿化面积达 198万平方米，在时间紧迫、任务繁
重的情况下，史作亚亲自去基地考察苗源，足迹遍布山东省及
周边几个省市。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第七届园博会开幕后，
入园的第一道景观“花博大道”深深震撼了游览者的心。绚烂
的花朵、流畅的线条，无不体现着施工人员的高超技艺和严格
管理，花博大道给参观者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齐鲁展区的
17个展园中，“济南园”将假山、古亭、植被、流水融为一体，选
材考究、施工精细，建筑、园林和谐统一，层次丰富，形成和谐
悦目的山水画卷，营造出“古城泉韵”的悠然意境，因此荣获了
园博会组委会颁发的“综合奖大奖”等五项大奖。（刘燕）

装点泉城古韵的人
记济南园林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鲁班奖工程项目经理”获得者史作亚

史作亚，中共党员，硕士，工程师，济南园林开发建设集团
一公司经理，第七届中国 (济南)国际园林花卉博览园建设工程
项目经理。史作亚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付出着，辛勤地耕耘
着，把园博园建成了精品工程。他本人也因此被评为“迎园博
会，全运会”先进工作者、“第七届园博会筹办工作先进个人”
和鲁班奖工程项目经理。还多次被评为“优秀质量管理人员”、
“集团先进个人”、“局先进个人”、“青年岗位操作能手”、“优秀
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和山东省优秀市政工程项目经理。

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矿口电厂 80
万千瓦发电汽轮机项目招标中，杭
州汽轮动力集团公司击败西门子、
三菱重工等国际知名公司的竞争中
标，引起国际行业界的震动。

杭州汽轮是中国提出四个现代
化奋斗目标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引
进德国西门子技术的第一家工业汽
轮机企业。30多年来，杭汽轮走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全面
掌握了从西门子引进的技术，并依
托核心技术形成了新的竞争力，特
别是在 2003 年后占领国际市场
28%、国内市场 80%的份额。终结了
美国 GE、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重
工等极少数跨国集团对高端工业汽
轮机市场的垄断，创造了 2003年来
年销售收入翻 20多倍的“跨越式发
展”奇迹。专家认为，杭汽轮是国有
企业走自主创新道路的样板,展示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功途径。

“三连败”后的绝地反击

“以前我们想做，做不到；现在
只要想到，我们就能做到。”杭州汽
轮动力集团董事长聂忠海介绍说。
杭州汽轮从“引进来”向“走出去”转
变，由全球价值链低端制造型企业
向高端创新型企业转变，正成为推
动世界工业汽轮机发展的主导力
量。

工业汽轮机是一种将热能转换
为机械能的关键装备，被广泛应用
于石化、炼油等重化工业领域。但
是，杭汽轮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
期发展比较缓慢。直到 2003年，杭
州汽轮在上海外高桥、山东邹县、浙
江玉环等 3家发电项目汽轮机招标
中接连输给西门子、三菱重工。“三

连败”让企业彻底反思：一个 50年
国有大企业，已经掌握了世界汽轮
机核心技术，竟然在家门口的招标
中接连失败。自主创新的大讨论使
企业认识到杭州汽轮不是输在技术
上，而是输在设计理念和服务水平
上。
面对印度发电市场“井喷式”的

发展，各大跨国公司都虎视眈眈。经
过几个月管理创新，杭州汽轮一举
拿下印度发电汽轮机项目。接着，杭
州汽轮机以国际最新的技术参与美
国市场招标。经过十几个回合的竞
争，杭州汽轮以技术实力、交货时间
和价格优势击败西门子、美国通用
公司和三菱重工等世界最强企业，
获得伊利诺斯州电站的 4套锅炉给
水泵汽轮机制造项目。

在“武汉事件”中
守住“国门”

杭汽轮与德国西门子的合作与
竞争，集中反映了中国民族工业在
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1975
年，经过周总理批准，杭汽轮开始引
进德国西门子技术后，经过两个 10
年的合作、消化、吸收和再创新，逐
步掌握了工业汽轮机转子、叶片等
核心技术，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被杭汽轮人称为“武汉事件”的
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决战，是杭汽
轮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西门子
公司看到杭汽轮不仅完全掌握了核
心技术，而且自己在中国市场有被
挤走的势头。于是，到了 2005年，西
门子单方面终止长期合作的合同，
终止了与杭汽轮的合作。

德国西门子曾有参股杭汽轮的
想法，被杭汽轮断然拒绝。于是，西
门子决意并购武汉汽轮机公司，武
汉市已在开发区划出土地，武汉市

领导从招商引资考虑, 专程来杭州
做说服工作。杭汽轮人承受不了西
方机器制造强国在中国寻找代理人
的压力。他们找武汉汽轮机公司技
术人员做地下“策反”工作 ,同时给
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保护民族
汽轮机工业，承诺可以和武汉汽轮
机公司合作。最后陈锦华、何光远、
陆燕荪等有关政府部门领导人站出
来讲话，使西门子未能如愿。

分道扬镳后的杭汽轮也非常争
气，核心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西门子转让给杭汽轮时最高水平才
6万千瓦，而他们已经开发出 7万
千瓦的汽轮机，还储备世界最大的

工业汽轮机 10万千瓦的技术。燃气
轮机被誉为世界装备制造“皇冠上
的明珠”，也是工业汽轮机的上游产
品，只有美、德、日等极少数国家能
够制造，2004年后以来，杭汽轮集
团与日本三菱重工洽谈合作生产，
到 2006年 3月首批两套燃机接期
交货，开启了中国汽轮机历史上崭
新的纪元。随着国家大力发展循环
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这种回收利用钢厂排放的
烟气进行发电的燃气轮机的需求量
还将不断增加，市场潜力非常之
大。

杭汽轮不仅守住工业汽轮机的

“国门”，而且很快地大踏步走向世
界，成为在国际工业汽轮机市场上
与西门子、三菱重工和通用公司最
具竞争力的“中国力量”。

核心竞争力来自两大优势

杭汽轮与德国西门子、日本三
菱和美国通用都有合作项目，这些
是世界最强的机器制造公司。1976
年到 1985年，杭汽轮开展与西门子
的战略合作，杭汽轮出资 1500万美
元买设备，500 万美元买西门子三
系列汽轮机制造技术，开始成套汽
轮设备的生产。第一个 10年基本上
是西门子画图纸，杭汽轮来组装；第
二个 10 年是西门子制造转子和叶
片，他们制造辅助配件。后来杭汽轮
制造转子、叶片等核心部件，核心技
术逐步被他们全面掌握并进入全面
创新阶段。2003 年后，开始在西方
国家开展市场竞争，唱响中国民族
工业品牌。从手工画图、半机械制造
到全自动化设计制造，只用 30年时
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企业 100多年
走过的路程。

杭汽轮不仅成功掌握了工业汽

轮机包括大功率、高转速、变工况、
抽气再冷凝等在内的核心技术，而
且在市场销售中他们还能推进个性
化设计，量体裁衣，以综合实力赢得
客户。在开拓印度、东南亚、中亚市
场中，都是依靠现代核心技术与现
代服务两大优势的综合实力，赢得
了与西门子、三菱重工、美国通用公
司的较量。杭汽轮在印度找到一家
销售西门子汽轮机的代理商，投入
50 万美元参股，将双方利益捆在一
起，从而促使代理商转销杭汽轮的
产品，很快打开局面。他们的服务方
式由售后服务扩大为：售前服务、售
中服务、售后服务、远程服务和设备
改造服务等，在核心技术上，杭汽轮
与西门子三菱等不相上下，在服务
上往往更胜一筹。到目前，销售到印
度市场的汽轮机有 200台套，占到
印度进口市场的 30%以上。
碰撞出的创新模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是什
么？就是进入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
务业双轮驱动的时代。杭汽轮在与
世界列强竞争中一决高低就是靠这
两条。西门子与杭汽轮合作的目的，
是以技术优势占领中国市场，像大
脑指挥手脚一样，控制中国每一个
企业，没有想到中国人掌握他们的
技术，学会运用核心技术强化市场
服务，全面收复中国市场，而且在世
界范围内向他们的市场宣战。

在杭汽轮流传着这样一个故
事。德国西门子公司退休的厂长吕
西曼·威克尔当技术顾问时，提出
杭州汽轮公司的管理部门太多，不
适合大规模市场开发的需要，要求
把工程设计部门拿到销售公司去。
这一下在公司炸了锅，有些工程设
计人员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怎么
能合并到“卖嘴皮子”的销售部去
呢，西门子厂长坚持要这样做，杭
汽轮终于完成了这种机构撤并。终
而促使“量体裁衣”为客户提供各
种技术服务, 成为独特的杭汽轮销
售模式。

这个故事不是一般的内部体制
改革，实是现代管理理念和国有企
业传统管理方式的碰撞。把工程设
计放在销售的前沿，市场需要什么
就设计什么，这是现代化企业运用
核心技术强化市场服务的创新表
现。

本报评论员 李锦/文

应由“躯干企业”向“大脑企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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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汽轮集团的转子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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