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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江山市是中国“蜜蜂之乡”、“国家级出口蜂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蜂产业是江山的特色支柱产业，蜂业规模和

经济效益连续 21年位居全国各县市第一。汪礼国是江山的
“蜂业奇人”，从事蜂业 32 年，先后获得省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16个，出版专著 5本，发表学术论文 68篇，多项科研成果填补
国内空白，通过科技推广累计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达 3.9亿
元。最为难得的是，汪礼国拒绝垄断经营，将多项成果与民共

享，实实在在造福一方百姓。

尽管大多数人都将知识产权、科技专利当做财富来追求，

江山“蜂王”汪礼国却淡泊名利，拒绝垄断经营，毫不犹豫地将

自己的科研成果公之于众。他拒绝企业给予的 30万元诱惑，
将自己研发的“蜜蜂配合饲料”产品配方在专业杂志上公开发

表，让全国的养蜂人能够共享成果；他拒绝私企巨款购买他

“花粉多糖”产品专利的请求，却为集体创造了 40万元的科
技成果转化收入；他致力蜂业生产管理与科技推广，主持举办

各类技术培训班、编印技术资料，造福当地人民。

击败癌症 蜂王浆让他“起死回生”

1994年，医生一纸判决，鼻咽癌晚期的汪礼国被告知只
剩半年的生命。面临“即将结束的生命”，汪礼国没有及时行

乐，而是躺在病床上坚持着手头的科研项目，并决心要利用为

数不多的时间，完成尚未完成的两个省科研项目，到科技部争

取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癌症化疗那段时间，他一边做化疗，一边侧躺着身子演算

和处理对比试验数据，写下了一万多字的研究报告，创造了生

命的奇迹。同时，另一个奇迹产生了：不到半年，他病情便明显

好转，一年后，癌症已消失。

有人认为，是坚强的毅力让汪礼国起死回生。但是，仅此

而已吗？一般而言，放疗会使患者免疫力下降，食欲大减，体重

普遍大幅度下降。而汪礼国放疗期间，一边加强锻炼，一边服

用茶花蜂王浆，免疫力得到了很好的提升，放疗 3个月，体重
只下降了 1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大剂量的蜂王浆救了他的
命。这为汪礼国与蜜蜂的感情赋予了“生命的意义”。虽然当地

农民都称他为“蜂王”，汪礼国却谦称自己是一只蜜蜂。

拒绝垄断 为蜂农和企业服务

江山被称为“中国蜜蜂之乡”，数十年稳居蜂业规模与经

济效益全国第一。汪礼国 1961年出生，1978年开始从事蜂业
管理，1981年起出任江山县养蜂协会会长。在江山市，他被蜂
农们称为“蜂王”，对江山蜂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多年来，他带领江山蜂业率先在全国创立了“协会+合作
社+企业”的产业化与组织化发展模式；在全国蜂业界率先创
建“蜂产品安全信用体系”、“蜂产品源头质量追溯体系”、“蜂

产品出口贸易预警体系”。同时，汪礼国还主持制订了国家级

无公害蜂产品系列标准、浙江省蜜蜂地方系列标准、浙江省有

机蜂产品系列标准。

汪礼国淡泊名利，很少考虑个人利益，他心中装着的是江

山所有蜂农，全身心置身于“造福一方百姓”的事业之中。率先

研发了“蜜蜂配合饲料”后，他将成果与配方公开发布，让全国

的养蜂人受益；他谢绝沿海发达城市许以高薪、房车、安排家

属工作等优厚的加盟待遇邀请，坚守在江山大地上。汪礼国

说：“我的根在这里，这里的蜂农需要我。”

技术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近年来，江山蜂业面临全面发

展转型，汪礼国将工作重点从技术研发拓展到人才培养，并暗

下决心，一定要建立江山自己的养蜂技术团队。为此，他成立

了正式的蜂管站，专门服务蜂农和企业，同时，他还帮助企业

从外地引进人才，批量招揽了业界优秀人才为江山企业服务。

一个“领袖”带动一个产业，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据江

山市养蜂产业化协会统计，今年（截至 12月 1日）江山蜂业总
产值达 11.53亿元，经销加工产值 7.65亿元，蜂产品出口产值
1400万美元。

11月 3 日，江山市政府举办“最美江山人”首届十大年度
人物颁奖典礼。这位拒绝垄断的“蜂业奇人”———汪礼国被成

功评为“最美江山人”，受到市领导和群众的表彰和拥护。跟其

他“凡人善举”的平民英雄们所不同的是，汪礼国曾被授予“中

国科普带头人”、“创先争优先进个人”、“农村十大新闻人物”

等多种荣誉，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人”。从事蜂业管理工作

30余年来，汪礼国坚持踏实苦干，为江山人民干的是实事，也
是大事。据初步统计，汪礼国共为江山市蜂业累计创造直接经

济效益达 3.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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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外界关注的温州金改再次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2 月 7 日，温州市金融办正式
发布了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

（以下称“温州指数”），监测显示，今

年 11 月 26 日至 11 月 30 日，温州民
间融资综合年利率为 21.43%，即平
均月息 1 分 7 厘 8 左右。

记者了解到，“温州指数”编制与

发布的目的，就是为了反映温州民间

融资市场资金价格趋势和波动情况，

预警提示民间金融风险，进而改善和

优化民间融资市场资源配置，引导民

间资本走向规范化和阳光化。

民间借贷利率的风向标

“做好民间融资动态跟踪和风险

预警，是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一项重

要任务，因此，温州对于‘温州指数’

的推出，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温

州市金融办工作人员如是说。

从此，温州人借钱的利率有了

“风向标”。

上述工作人员解释称，“温州指

数”可以直观、定量地反映民间融资

市场资金价格趋势等情况，引导民间

资本定价，为民间融资双方投资决策

提供依据；它能够及时反映民间融资

市场运行状况和各类动态信息，为监

管层防范金融风险，制定出台相关调

控政策提供支撑；

从更深层面讲，它能够及时测度

民间资金松紧状况以及实际资金价

格，为制定出台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今后，温州市民从亲朋好友等处

借钱，或许不必再小心翼翼试探利息

“贵不贵”，而是先上网点击“温州指

数”，像查询沪深指数一样，了解最新

的温州民间“利率价格”，再谈到底该

付多少利息了。

记者了解到，温州计划在每周

二，分别在各大媒体、温州市金融办

和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门户网站

上，定期发布上一周的“温州指数”。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

认为，这些数据还是比较准确地反映

了民间借贷真实状况。通过这个指数，

可以看到民间借贷的大致水平，特别

对于杜绝高利贷等，有一定正面意义。

据温州市金融办工作人员介绍，

“温州指数”的编制工作于今年 4月
开始规划，经过前期准备、专家论证、

数据采集、计算分析及验证调整后，

已基本建立一套规范、科学的指数监

测体系。

特别的“温州指数”

早在“温州指数”推出之前，人行

温州市中心支行和温州民间借贷登

记服务中心等，就已陆续向社会公布

了一些有关温州民间融资的“利率价

格”。所不同的是，“温州指数”覆盖面

很广，监测点就有约 350 个，每周收
集的监测样本，有将近 1000笔，而且
都是以这一周，实际发生的业务为准

进行采集，可以说样本的时效性和真

实程度都比较高。

这个指数，基本上涵盖了民间融

资市场各类参与主体和各种借贷行

为，涉及小额贷款公司、民间资本管

理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实体企

业、部分民间借贷委托监测点以及典

当行等等。

“温州指数”可塑性也比较强，初

期将以“利率价格”的形式先行发布，

今后还可以进一步拓展指数内涵，形

成能满足市场多方需求的体系。与此

同时，还公布一系列“细节指数”，包

括“借贷服务中心登记的利率”等。

从发布的第一个“温州指数”看，

11月 26日至 11 月 30 日，温州的民
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为 21.43%，折
算为平均月息是 1分 7厘 8左右，环
比下降 0.56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还公布一系列“细节

指数”，包括借贷服务中心登记的利

率为 13.64%，即平均月息 1分 1厘
3，环比下降 3.69 个百分点；小额贷
款公司放款利率为 20.61%，即平均
月息 1分 7厘 2，环比下降 0.03个百
分点；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放款利率为

20.57%，即平均月息 1 分 7厘 1，与
上周保持一致；社会直接融资利率为

16.15%，即平均月息 1 分 3厘 4，环
比下降 0.39 个百分点；其他市场主
体利率为 30.12%，即平均月息 2分 5
厘 1，环比下降 0.24个百分点。

受益的并非只有温州

作为样本，此番“试水”，温州并

非唯一的受益者。坊间普遍认为，

“温州指数”将有利于建立健全民

间融资监测体系，做好民间融资动

态跟踪和风险预警。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教授刘小

玄认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 ,然
而当前我国很多地区存在着信贷

资金供需严重失衡的现象。即银行

贷款过多地流向国有部门而中小

企业却常常无钱可贷 ,其背后暴露
出的是我国金融体系单一、金融体

制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等深层次问

题。

温州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金融

综合改革的试点城市，无疑与近年

来温州经济发生的特殊现象有关。

尤其是去年以来，温州部分中

小企业频现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

出走现象，民间借贷风险高度积

聚，对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影

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以温州

为先导，引导全国的民间融资规范

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

力，就显得非同寻常。

审视此次“温州指数”编制与

发布，可圈可点之处颇多，其中一

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民间融资给予

的认同与首肯。

“温州金改试验区的设立以及

此后的一系列举措，向外界传递出

国家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构建多

元化金融体系等诸多政策信号。”

山东省小额贷款行业协会副会长、

潍坊财富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蔡

绪旺表示，“温州样本”的实施以及

对新型金融机构、金融模式的研

究，对其他地区有诸多借鉴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

设，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面对不断强化的市场压力和日益

“同质化”的竞争局势，转型升级成了

企业的不二选择。然而，如何转型？这

并非一件易事！

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企业转型

仅仅是战略层面的问题，跟研发部门

毫无瓜葛，其实不然。一个成熟企业

的研究院，可以担当起培育市场、培

养人才、树立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引

导企业转型的责任。对于一个以技术

为主导的企业来说，50%以上的胜算
在产品进入市场之前就被决定了，这

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技术力量和前瞻

力。

充分发挥企业研究院的作用，这

是企业科技建设的一张“王牌”，也是

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只有

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发展特色产品的

成本优势和质量优势，才能实现从粗

加工到深加工的转变，延伸特色系

列产品链形成系列产品树。在浙

江，省政府高度重视企业研究院的

建立和发展，并在《关于进一步支持

企业技术创新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

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围绕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优势传统产业，培育

一批上规模、上水平的重点企业研

究院，力争到 2017 年拥有 100 名以
上科研人员的企业研究院达到 800
家以上。

这到底是众望所归的转型策略，

还是科技部门的一厢情愿呢？为此，

笔者随同浙江省科技厅组织的科技

条件建设调研队，走访杭州、新昌、金

华等地多家企业研究院，并得到了相

同的答案：坚持不懈进行研究院队伍

建设，通过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竞争

力。在科技建设方面，企业大都不惜

重金。近 3年来，浙江新和成精细化
工研究院平均每年投入的技术开发

费用占到公司销售收入的 4%以上，
拥有专职从事科研开发人员 400 多
人，充足的科研投入为产品开发，科

技项目的工程化、产业化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在整个调研过程中，提到频率最

高的有两个词语。一是“技术”，一是

“人才”。的确，市场竞争的核心是技

术，而技术之争的根本在于人才。培

养一批属于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形成

具备自身特色的核心技术力量，是企

业应对市场高压的有力保障。

浙江省科技厅厅长蒋泰维说，为

壮大企业技术力量，2012 年开始，浙
江省每年都会选择 10—15 家符合
条件的企业进行重点研究院建设的

试点，并给予经费支持。此外，还同

步启动实施浙江中青年科学家培育

计划，从高校、科研机构选拔 1000
名中青年科技人员，保留原单位身

份、职称、待遇，到企业研究院工作

3—5年。
然而，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是不可

能独立于管理而存在的。科研科技解

决的是“客观能力”问题，要让科技转

成企业的优势生产力，还需要解决

“主观意愿”问题。浙江大学教授史晋

川在分析中国企业发展的报道中指

出，阻碍企业创新力发挥的因素不仅

包括难以突破的、客观的科学技术，

更包括市场对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

局限性。不少企业因担心自己巨资研

发的技术成果被模仿而不愿意去全

身心投入。也正因为如此，市场上“换

瓶不换药”的“假创新”层出不穷，但

真正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技术创新却

微乎其微，即使有，新技术的生命期

也都基本不长。

由此可见，知识产权制度是科技

创新最重要的制度之一。要建设创新

型省份和科技文化强省，促使企业实

现转型升级，就必须将科技建设与知

识产权保护相结合，鼓励有能力的企

业重点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

创性产品。这不仅是企业转型升级的

要求，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李霞

浙江着力通过科技建设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江丞华徐军

公开独家配方 拒绝垄断经营

李霞

蜂业奇人汪礼国
被授予“最美江山人”

人物档案

汪礼国，男，江山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江

山市养蜂产业化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高

级畜牧师，1986年 8月入党，先后荣获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浙江

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十大

杰出青年、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

省十佳创业新星、浙江省十大新农村建设带头

人（金牛奖）、浙江省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浙江

省农业学术带头人等荣誉称号。近日，他又被授

予“最美江山人”美誉。

温州民间融资利率指数发布

王利博制图

引导民间资本定价，为融资双方提供决策依据，首期监测综合利率为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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