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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江波

孵化企业其实不想“走”

B2—201，济南科技市场的一处摊位号，
但是对于门琦而言，却意义非凡，因为这是他
创业的起点。从打工，到一处柜台，到一个店
面，再到遍布全省的连锁店，门琦的创业经历
伴随着山东济南科技市场从创建之初到现今发
展的整个历程。

“刚开始花了2000多元租了一处柜台，后来
我从科技市场承租了一个店面，享受到了房租
减免优惠，整个店面才1000多元，再加上税收等
方面的服务，这才有了我的事业起步。”门琦说。

在2002年门琦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店面，在
2005年的时候，他把连锁店开到了东营。如今门
琦的公司已经是在山东IT行业中数得着的代理
商和销售商。作为从科技市场孵化出的企业，要
不要和“母体”完全脱离关系？门琦坦言：“从感
情上来讲，是不愿意离开这里的，毕竟事业的起
步就是从这里开始。”

据了解，作为一家具有孵化功能的基地，济
南科技市场已经孵化出多家企业，但由于其特
殊的商业模式和行业特点，创业孵化基地和市
场紧密结合，市场需要大的品牌销售商和运营
商，以此在类似“传帮带”的过程中吸引更多中
小企业加入。在这种情况下，成熟企业一旦离
开，其失去的不仅仅是在公共服务、中小企业融
资以及内部文化建设上相应的服务和优惠的政
策，同时也会远离市场。而对于很多小规模经营
企业而言，离开孵化器的庇护以及品牌销售商

的带动，将会面临很大的生存困难。

循环起来，基地才更有活力

企业孵化成功后，走，还是留？这同样也在
考验着创业孵化基地本身。因为在一定程度上，
成熟企业对于孵化基地而言，也会起到一定的
集聚效应。该如何舍得放手，考验着孵化基地本
身的实力和魄力。

有关业内人士认为，创业孵化基地首先应
该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便于企业的流动，只有这
样才能吸引更多企业到来；在企业孵化成功以
后，应该采取必要的产业化和专业化的空间为
孵化企业的发展和进一步膨胀提供必要的条
件，并为企业提供延伸的跟踪服务。这样既能实
现孵化器本身的孵化功能，同时也避免了为他
人做嫁衣裳的尴尬。

济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企业服务部部
长杨君告诉记者，企业孵化成功以后，孵化基地
一般会对其进行积极的引导。并且高新区已经
有相应的专业化、产业化园区，这样孵化壮大的
企业可以向这些园区转移。而对于一些不能按
时毕业的企业，也会有相应的退出机制，确保优
势资源留给后续发展的企业。

“在高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中，有近一
半的企业是从孵化基地中孵化的企业，体现出
孵化企业对当地的贡献，但是同时也有企业到
别的县区发展，这很正常，也是不可避免的。”杨
君说，“有孵化器，有加速器，也要有产业区，我
们现在正是向着这一个方向发展。每年高新技
术创业服务中心都会有100家左右的企业在流
动，循环起来了基地才会有活力。”

“暖房子”效应还需扩大

毫无疑问，一个创业孵化基地要良性发展，
必须要学会两条腿走路，创业、孵化，一个都不
能少。记者了解到，现在济南市共有75家创业孵
化基地，但不同基地的孵化功能有一定差别。有
些基地孵化功能有待进一步加强，同时也需要
进一步打造“拳头产品”。如何增强创业孵化基
地的孵化功能、扩大孵化效应成为诸多创业孵
化基地在未来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记者从济南市相关部门了解到，为了促进
创业孵化基地的发展，济南市对市级创业孵化
基地每年进行一次审查，有效期为2年，审查合
格，继续有效，不合格就摘牌。对于新成长起来

的基地及时进行考察，并对其进行积极的扶持
和培育。同时进一步完善孵化基地的服务体系，
加强扶持政策的宣传落实，并打造示范基地。

对于企业而言，创业孵化基地仅仅是一个
起点，如何凭借这个起点扩大孵化效果，也将成
为已经毕业或者即将毕业企业面临的考验。但
显而易见的是，孵化基地不能成为企业永久的
避风港。

“走出去的话，面临的是市场中纯商业化的
竞争，此时没有人来和你一起探讨项目的可行
性，也缺少了创业基地的帮助和诸多便利的服
务，但这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作为一家
特色餐饮连锁企业的老板，王晓磊在说到自己
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也感触颇多，“但是要做大
做强，必须要走出去。”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本报通讯员 曹长兴 孙玮

四大产业集聚形成磁场效应

交通装备、机械制造、精细化工和食品饮料
是章丘工业的四大主导产业，2010年共实现销
售收入736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80%。作
为第一大产业的交通装备产业，所占比重达到
32%，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几年前，这一产业还几
乎是零。

章丘交通装备产业的发展是从2003年中国
重汽落户开始，在这个龙头的带动下，吸引了大
量配套企业前来落户，短短几年中迅速形成一
条完善的产业链，而且还在不断扩张中。去年重
汽在章丘的属地收入超过200亿元，配套企业超
过50家，同时中集车辆、萨博特种汽车等企业也
被这里完善的配套所吸引而落户。龙头企业和

配套企业的相互吸引，使交通装备产业一跃成
为当地的第一大产业。

据统计，章丘四大产业依靠龙头的“磁场效
应”，至少吸引了100多家配套企业落户章丘，撑
起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在四大主导产业集聚
发展的同时，塔机产业作为该市的一大传统行
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后发之势。目前，全市
46家塔机生产企业年产塔机达到3万多台，实现
总产值达50亿元以上，带动相关配套企业200多
家，安置就业达2万余人，正步入良性发展阶段。

链式发展塑产业巨人

在章丘人眼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
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是章丘工业发展的重
大机遇。借南方企业向山东转移之际，章丘把招
商选资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抓手，继续加大产
业链招商、基地化招商力度，大力引进高附加
值、高科技、高效益的税源支撑型大项目、新兴
产业项目，以集群化经营模式带动项目引进和
落地，积极承接蓝色经济区相关产业配套协作、
产业链延伸、产业转移，在联动中实现借势发
展。

食品饮料产业链的强势崛起就是章丘招商
选资工作的最好证明。前几年，章丘还毫无食品

工业基础，如今短短几年，可口可乐、银鹭、娃哈
哈、康师傅等知名食品饮料品牌全部在章丘实
现生产。“龙头”舞动，配套企业同样纷纷而来。
台湾的宏全食品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落户章丘，
就是看中了可口可乐、康师傅产业链的配套市
场。济南联合制罐有限公司在章丘投资3 . 15亿
元生产饮料用二片式吕质易拉罐，年生产能力
达12亿只，为食品饮料行业提供配套服务。去
年，章丘食品饮料行业实现销售收入41 . 3亿元，
利税5 . 8亿元，利润4 . 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3 . 46%、45 . 25%和52 . 84%；销售收入过亿元企
业达14家，食品饮料产业已成为章丘工业经济
的强力增长点。

工业经济加速转型

无论是总量还是规模，章丘工业在省会济
南都是毫无争议的“老大”。但是，资源型、高耗
能产业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十二五”期间，转
型升级势在必行。

章丘市经信局局长李兴贵对此充满信心：
“工业经济转调，政府充当的是引导和扶持的作
用。要让企业知道，政府在引导什么、发展什么、
扶持什么，企业发展就有方向感。其次，要通过
平台建设、品牌创新引导企业自我调整，通过资

本市场运作促使企业做大做强。当然，企业还要
通过借用‘外脑’引入高新技术、自主创新等手
段加快自身发展，促使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由资
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记者了解到，章丘市去年就成立了企业上
市办公室，并筛选了20家成长型、创新型企业重
点培养。7月7日，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已在
深交所上市，圣泉集团、华凌电缆、中森机械、昊
月树脂、博科生物等企业两三年内有望上市，到

“十二五”末，章丘将有3—5家企业成功上市。
为加快推进工业经济转型升级，今年年初

章丘出台了《章丘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
划》，进一步加大对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加快实
施一批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
潜力大、综合效益高的新兴产业创新项目，抢
占产业制高点，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
展。与此同时，章丘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
级、济南市级、章丘市级技术中心的企业，分
别给予30万元、10万元、5万元、2万元的创新资
金扶持。

根据规划，到“十二五”末，章丘将实现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突破2000亿元，比2011
年翻一番，再度书写新的历史。同时，新型工业
所占比重达到60%以上，占据主导地位。

创业孵化基地：孵化功能再分析
□记 者 刘江波

通讯员 李 彬 于舜声 报道
本报讯 为发挥济南区位优势，促进省会乃

至全省对外开放，今年上半年山东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开通了西安—济南—大阪国际航线，该航线
的检验检疫查验工作由济南、西安两地检验检疫
部门共同承担。为确保不漏检、不复检，实现两
地检疫查验工作无缝隙连接，近日，济南检验检
疫局与西安咸阳机场检验检疫局签订了西安—济
南—大阪国际航线检验检疫保障合作备忘录。

根据该备忘录，济南检验检疫局主要负责出
入境航空器、入境旅客、旅客随身携带和托运行
李及其他卸载下机入境货物的检验检疫查验工
作；同时负责两地出境旅客随身携带行李、由济
南装载上机的出境货物和托运行李的检验检疫查
验工作，以及由济南入境宠物的检疫监管工作。

西安咸阳机场检验检疫局主要负责由西安装
（卸）载上（下）机的入（出）境国际货物和入
（出）境旅客托运行李的检验检疫查验工作，对
济南机场未进行处理的国际货物进行卫生处理，
此外还负责入境中转西安旅客携带宠物的检疫监
管工作。

备忘录实施后，旅客的托运行李及宠物只需
在出发地或中转地机场进行一次检疫，不仅为旅
客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服务，也为航空公司节省了
在机场守候的时间，降低了运营成本。

□记 者 王佳声
通讯员 吴艳玲 报道

本报讯 在最新公布的中国驰名商标中，济
南二机床集团“JIER”商标榜上有名。加上之
前被国家商务部认定的“最具市场竞争力品
牌”、被国家质检总局认定的“中国名牌”，
“JIER”品牌成为三项国内顶级荣誉加身的品
牌。

据了解，驰名商标的认定扩大了商标保护的
范围，可以在全球170个成员国和世界贸易组织
成员中获得最高级别的优先保护。同时也标志着
企业运用自主知识产权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近年来，济南二机床以“打造国际一流机床
制造企业，培育世界知名品牌”为目标，按照国
际一流标准，全面打造企业综合实力。在技术方
面，实现了从消化吸收引进到完全自主创新，直
至与国际最新技术同步发展的持续跨越。
“JIER”品牌以引领中国汽车工业冲压装备技
术升级，打破国外高端冲压设备垄断格局的实力
和风采，诠释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世
界第三大冲压装备品牌。

□记 者 王佳声
通讯员 程兴雯 报道

本报讯 记者近日走访省城各大农贸市场及
大型超市发现，新鲜的毛桃、葡萄等夏令鲜果增
量不少，而前期热销的樱桃已进入销售尾期。

据济南市堤口路果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介
绍，近期市场上的热销果品轮动频繁，且新果上
市不断增加。本周，毛桃、葡萄的上市量日益增
大，仅此两种鲜果的日均上市就占了整个果市的
两成，销势直追上周刚进入销售期的荔枝，成为
当前最热销的品种。

另外，据樱桃经销商刘女士介绍，烟台樱桃
已进入销售尾期，樱桃的价格开始回升，后期的
销售主要以冷存果为主，价格会有所上涨。

济南西安签订

空港检验检疫

保障合作备忘录

“JIER”被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

夏令鲜果旺销

章丘工业崛起之道◆核心提示

素有“铁匠之乡”美誉的章丘市，今
年将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有望实现销售收入千亿元以上。
同时，在转方式、调结构的浪潮下，到“十
二五”末，章丘不仅要实现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销售收入2000亿元，而且新型工业
将占据主导地位。

创业孵化基地，顾名思义就是在辅助创业的同时能够孵化出一定规模的企业，
从而实现创业带动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如同一间“暖房子”，在这里培育的企业，
其发展初期会享受到一定的创业服务和优惠政策，但在其发展壮大以后，如何走出
“暖房子”的庇护，去挑战市场中的风雨？这个问题不仅在考验着创业孵化基地中
即将或者已经毕业的企业，同时也在考验着基地本身。

◆核心提示

▲7月8日，果农王政兰带着孙女在柳埠镇窝铺村采摘优质鲜桃。眼下，济南市历城区柳埠镇优
良品种的鲜桃已经成熟，硕果累累挂满枝头，煞是喜人。近年来，该镇结合当地自然优势调整产业
结构，发展林果特色基地，截至目前，全镇林果面积达13 . 2万余亩，为农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记者 汤序民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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