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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创新
激活链条每个细胞
□杨朝英

技术进步、应用创新

构成双螺旋结构

圣泉创新体系的独特之处
还在于，它激活了创新链条每
个节点上的分子、细胞，将创新
文化融入员工的血脉。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以
公告的形式，公布了2011年对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评价
结果。

在729家企业中，圣泉作为
行业内唯一的国家认定企业技
术中心，以86 . 1分的成绩，排在
第52位。在它之前，以国企居
多。在民企中，它甚至排在华为
(58位)、新希望(62位)、美的(67
位)等之前。

这个中心，只是圣泉创新
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创意、研发、实验、量产、销
售，这条直线，是一个创新产品
实现流程。在圣泉，这个流程则
呈立体、多元、交叉、放射状，而
且多了一个环节——— 潜在市场
开发。

这个结构，暗合了技术创
新的一个普遍规律，即技术进
步与应用创新构成的“双螺旋
结构”演进。技术进步为应用创
新创造了新的技术，而应用创
新往往很快就会触到技术的极
限，进而鞭策技术的进一步演
进。技术创新正是这个技术进
步与应用创新“双螺旋结构”共
同演进催生的产物。

圣泉酚醛保温材料事业部
总经理徐传伟说，研发的第一
目标是潜在需求，志在引领市
场。客户的现实需求是现在，潜
在需求则是未来。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我们在拜访客户时，要
求必须有研发人员在场。

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
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
比1 0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前
进。市场导向，从市场中汲取创
意，正是民企创新机制竞争优
势的体现。在中国特色的国家
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系统中，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作
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原因也
在于此。

在圣泉，这个制度设计正展
现出诱人的魅力。比如，公司的
主打产品之一、新一代环保低醛
型呋喃树脂，正是受益于它。

2004年，圣泉公司科研人
员在拜访客户时，有客户反映
呋喃树脂产品气味大，会影响
健康。回来后，科研人员立即组
织全面市场调研，潜心研究，反
复实验，终于把产品中有刺激
气味的甲醛含量降了下来。

这款世界领先水平的新一
代环保低醛型呋喃树脂一经推
出，立即在世界同行内引起轰
动，不仅产品供不应求，市场占
有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而且扫
除了出口欧美的环保壁垒。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
般均衡理论创始人约翰·希克
斯在系统研究科技创新史后，
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对于绝
大多数应用技术而言，细节上
的效率改善才是技术进步的真
实含义。

只要你去过圣泉，浓郁的
创新热潮就会迎面扑来。从销
售到研发、从车间到后勤，每位
员工都在开动脑筋，考虑怎么
样改进自己的工作、提高效率。

现象背后，是一套机制在
高效运转。

唐一林告诉记者，从1995
年开始，圣泉就加大在自主创
新上的投入力度。经过多年的
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奠
定了在业内的领先地位。

不过，唐一林也发现了其
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创新似乎
只是少部分人的事，大部分员
工，包括一些高层管理人员也
存在惰性，不愿意再多往前走
一步。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所
有创新一定要与市场相结合，
培养每个领导干部的创新意识
和市场经济意识尤为重要。

2005年，唐一林每个月基
本都要主持一次关于市场前沿
工作及创新的会议，力求打破
思想框架。这样，整整坚持了一
年。经过思想解放的发动，学
习、评优等制度的推行，创新文
化氛围逐渐积聚。

就如一次思想的核反应过
程，最终的爆发需要一个契机
去点燃。

契机很快来了。2007年底，

圣泉推出的关键人才利润分享
机制和五年千万元创新大奖制
度，彻底点燃了全体员工的创
新热情。

前者的核心在点。即每年
固定拿出公司10%-15%的利润
作为绩效奖金，以激发关键岗
位、关键人才的积极性。

后者的着眼点则在面。这
个制度的核心是，把所有员工
都作为创新发展的主体，五年
内安排千万元奖金，这是超出
所有奖励之外的专项奖，奖励
那些在科研、市场、生产与管理
各方面工作创新中作出突出贡
献的员工和管理者。

其中，创新奖分创新贡献
奖、创新成果奖、创新激励奖三
个级别，最高奖励标准为10万
元，特别突出的另外奖励全家
欧美游；每年还评选出500多项
合理化建议，按3000元、2000
元、1000元三个等级进行奖励。

制度创新彻底改变了“少
部分人创新、多数人踏步”的局
面，变成人人求创新、个个求先
进。现在的圣泉，创新源头不仅
来自于那17名高级专家、博士，
来自于长期合作的中科院、山
东大学、天津大学、青岛化工学
院等大专院校和七个研究所的
250多名专业研究人员，还来自
于3000名普通的一线员工。

唐一林说，五年千万元创新
大奖制度实施以来，五年时间还
没到，奖金基本就用完了。因为
创新之处太多，“每年都超支”。

比如，圣泉集团内部餐厅的大厨
师因为利用原来不用的鱼头，开
发了一道受欢迎的招牌菜，就得
到了1万元的创新奖励。

值得玩味的是，即使日常
制度的设计和执行，圣泉也力
求效率改进。

比如，在评先进上，他们打
破惯性思维，让75%的员工成为
不同等级的先进，并每年花费数
百万元组织先进员工包机出去
旅游；在学习上，走出去学习的
员工，回来后必须在公司进行公
开的不低于2小时的分享授课，
这样既可使其他人员也能学到
培训知识，也起到了加深和检验
员工学习成效的作用。

立体创新的效果，正逐步
呈现。

仅从数字看。2011年1-10
月 份 ，圣 泉 就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56 . 5亿元，利税7 . 6亿元，分别
比去年同期增长33%和73%，超
额完成预定计划。

更诱人的是前方美景。
唐一林说，公司的研究人

员通过试验、工业化中试，可以
从秸秆中能提取出高活性、高
纯度的木质素，用来取代三成
左右的改性酚醛树脂主要成分
之一的苯酚。这意味着，不仅能
进一步降低改性酚醛树脂的生
产成本，更为打通植物秸秆综
合开发和改性酚醛树脂两条产
业链，提供了现实技术路径。如
果两条产业链完全融合，那将
又是一番新天地……

唐一林爱看书、爱学习。他总能
从古今中外庞杂的书籍中，把隐藏在
文字后面的各种抽象的、或者一般性
的原理，转化为解决圣泉集团当前所
面临的困难的个性办法。

他说，学习要致用、活学要活用。
唐一林也写书。他和所有的圣泉

人一道，在岁月的底稿上，正在创作
一本大书。它没有文字，却饱含激扬
的力量。

他说，圣泉无历史，我们仍年轻。
从时光缝隙管窥，圣泉集团30多

年划过的独特曲线，闪烁着传统智慧
的光芒；从经济长空回望，在600万民
企转型的坐标系中，其价值又具有了
更为普遍的现实意义。

这个价值之所依、所向，并不深
奥。

历史学家说，文化决定历史，历史
成就未来。预判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此
之谓洞察天时之机；从中国特有资源
禀赋出发，解决急迫的社会经济需求，
此之谓得地利之德；引四海精英、谋天
下英才之所归，此之谓聚人和之气。

传统文化孕育出的三才之道，成
就了圣泉，也为圣泉和民企的未来，
指明了一个方向。

天，以变为常。
前人说，时也，势也。唐一林说，

我们感恩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感恩
于社会的进步和繁荣，感恩于历史变
迁带来的机遇。同时，作为企业家，更
要洞察经济形势变化的先机，把准社
会的脉搏。

因此，他从创业之初到现在不断
强调，要想国家之所想、急社会之所
急。他提出，要始终领先市场三五年、
不断加强技术和产品储备。顺理成
章，也就有了可越九天的“安特福”等
跨时代改性酚醛树脂系列产品……

地，以利为德。
地不分大小，域不论南北。唐一

林说，章丘有文化，人杰地灵；章丘也
很小，只是一个小县城，培育一家全
球领先的技术公司，不易。这是客观
条件。另一方面，他说，作为转型中的
农业大国，三农的事业很大，地广才
稀。这也是客观条件。

从一个小地，迈向更辽阔的大
地，他没有放纵自己的梦想，而是坚
持精耕细作，把事业的根基深深地扎
进大地之中。因此，也就有了一根小
秸秆撬动新材料、新能源两大领域，
为推动中国制造加速迈向中国创造
提供全新技术路径的大义之举。也因
此，有了可驰骋市场的纤维素乙醇技
术解决方案、工艺流程的出现，一个
利用生物质能解决能源危机的现实
路径，也随之渐渐浮出水面……

人，以和为用。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这是古圣

先哲的人生智慧，也是今人实现产业
梦想的良方。唐一林说，我们是用五
湖四海的人，来干五湖四海的事。当
然，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创新，不是
闭门造车；创新，不能全靠一己之力。
这不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也不符合技
术创新的科学规律。

唐一林说，我们要站在世界巨人
的肩膀上。因此，在为农民再造一个
地球的愿力下，在超前的薪酬体系和
事业愿景两轮推动下，他不仅在公司
内推动了全员创新体系的探索，更是
推动了国际、国内科技合作体系的建
立。因此，也就有了3500名员工24小
时开动的头脑风暴，有了流淌在七个
研究所的实验室中，那些数不清的设
计方案、配方组合……

难能，才可贵。了解了唐一林，了
解了圣泉这一路艰辛的脉络之后，许
多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居安，要思危。唐一林对自己的
要求则是，常思求变之策，才得久安
之道。

唐一林说，创新是一种生活状
态，不是结果。即使到现在，公司开会
时，大家对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都
还会有很大的争议。到底行不行，即使
产品到了客户手中，都还不放心。另
外，要领先市场三五年、要始终走在市
场前面，这要对市场有预判、要引领市
场，更需要狠下心投入，投入就会有很
大的风险。创新就是去承担风险。

但是，唐一林最后说，最大的风
险是不投入。

格评论

民企创新的
三才之道

（上接B03版）

▲25mm厚的酚醛防火保温板经受
1700℃的火焰喷射2分钟仍烧不穿。

▲工业酚醛——— 发展中的酚醛。


	B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