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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大而全，不如小而精。
这是烟台大丰轴瓦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木俭朴恪守的
信条。

从飞机到汽车，从轮船到航
母，凡是你能想到的“大机器”，
几乎都离不开内燃机的动力支
持。一台内燃机的零部件可能有
几千个，木俭朴和他的大丰轴瓦
只选择了一个几乎微不足道却
至关重要的零部件——— 轴瓦。

作为滑动轴承和轴接触的
部分，轴瓦是各种内燃机的心脏
部件。直观看上去，它只是一片
直径仅15厘米的“小铁片”，可就
凭此一件，大丰轴瓦将它装到了
国内几乎所有内燃机厂商的机
器里，做出了高达3 . 8亿的产值，
让这家只有350名员工的不起眼
小厂成为行业的龙头老大。

作为发动机心脏部件，这个
“小铁片”平常将随发动机连杆

曲轴每小时高速旋转达5000-
6000次，正常行驶里程30万-50
万公里，这就要求轴瓦既要在高
温高压环境中反复受力而不被
破坏，又要有适合的强度与硬
度，能充分承受曲轴、连杆运动
时产生的压力，又不因硬度过高
而磨损轴颈。“如果摩擦温度过
高，它还要及时爆掉，牺牲自己，
保全发动机。”木俭朴说。

“这台是意大利的，这台是
捷克的，这台是德国的，这台是
日本的。”木俭朴指着一台台机
床说。在大丰轴瓦车间，每一个
生产细节都要用上世界最顶级
的机床打磨，有的专管打孔、有
的专管抛光，有的专管镗削，有
的专管研磨，“全行业自动生产
线加起来也没我多。”

尽管在内燃机及船舶动力市
场保持强有力的控制地位，大丰
仍然在技术创新上孜孜以求，继

续做精。“这就是经过喷涂的轴
瓦，强度可以翻一倍，目前国内就
我一家能生产。”在大丰轴瓦车间
一处封闭实验室，工人们正在几
台精密设备上试验最新研发
的无铅电镀喷涂技术，不但
可以增加轴瓦强度，其耐
用性、可靠性、持久性
也大大增强，带来的附
加值少说也要增长三倍
以上。

“我们企业不会东敲
西打做其他产业，而是心无旁
骛地做专做精轴瓦这个产品，
持久地引领行业进步。”木俭朴
说。

在胶东半岛莱州湾畔的城
港路街道，大丰轴瓦新建的技术
研发中心大楼昭示着木俭朴的
野心：到2016年国内轴瓦市场总
额将达到60亿元，而届时大丰将
占10%，老大地位牢不可撼。

小而美的活法——— 做专、做精、做特、做新

那那些些小小镇镇上上的的““隐隐形形冠冠军军””们们
与其大而全，不如小而美。
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资金、人才、市场方面都没有优势，如何出奇制胜？
一些鲁企正凭借“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小而新”的路子完成“逆袭”。它们的员工只有几

百人，但却聚集了行业顶尖技术人才；它们的场地只有几十亩，却建起了一个又一个行业领先
的实验室；它们产品只有一两种，却都是客户采购的不二选择。

地点：莱州城港路街道

大丰轴瓦：

撬动一片“小铁片”，能领跑全行业

“研发失败不要紧，关键是
技术水平不能原地不动，否则企
业就真的‘不动’了。”昌邑市荣
源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付乃波
说。

这是位于渤海莱州湾南畔
的昌邑市柳疃镇的一家民营企
业。作为1991年就开始在印染行
当里混饭吃的企业，付乃波和他
的荣源印染几乎经历纺织、印染
行业发展的各个阶段。拼成本、
拼人工、拼出口……各种竞争方
式此起彼伏。然而，真正最吸引
付乃波的是行业里最前沿的革
新技术。

在荣源印染车间入口，各类
送货取货的大货车已经排起长
队，订单已经排到一个月之后。

要知道，受宏观经济增速放
缓及棉花价格波动影响，当前纺
织印染行业正遭遇空前的经营
困难，而且5月份正是传统出货
淡季，荣源印染靠什么拉住了客

户？
“这些机器我现在基本不用

了，别说技术工艺落后，一开起
来光能耗成本就够你消化的。”
记者看到，偌大的印染车间里，
一台台水洗、卷染、烘干机器都
已停工。这些传统的机器用水、
用电包括工艺流程非常繁琐复
杂，不但成本居高不下，而且同
行竞争激烈，品质无法提升，几
乎无利可图。

付乃波的“独家秘笈”是涂
料印花——— 整个印制过程似乎
只有一道工序，平整的坯布经过
一排排涂好染料的滚筒之后立
即变成华丽夺目的成品。“看上
去就这么简单，可同行要学到手
至少要两年之后。”付乃波自信
地说道。

这个技术正是荣源印染
2009年由外贸转内销后和上海
一家染料公司合作，成功开发出
的涂料印花技术，现在品牌已经

在广东、江浙等地打响。
“现在我手头至少握有三批

技术，跟行业同步的，领先行业
两三年的，还储备研发了随时能
投放市场的更高端的印花技术，
包括3D印花。”在付乃波看来，
入了印染这一行就要做精这行，
都是圈子里混的，你一旦有新技
术，别人马上就会盯上，仿制品
很快就冒出来，利润也会随之拉
低，所以要想持久领先，必须时
刻保持深挖做精的劲头，掌握了
技术的前沿也就掌握了利润的
前沿。“3D印出来的花布色彩比
现在的还要鲜艳，有立体感，绝
对是“印钞机”。”

在柳疃镇这个自古以来的
“丝绸之都”，像荣源印染这样
“小而美”的印染企业还有不
少，正是基于技术的精益求精，
掌握“独门秘笈 "，它们甚至接
了LV、阿玛尼、bu rbe r r y的订
单。

地点：昌邑市柳疃镇

荣源印染：

3D印花做精了，就等于做出印钞机

本报记者 马绍栋

山东省中小企业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不要一提
到转型升级就是政府的事，企业自身才最应该发挥主体作用，他们最
能在竞争中有体会，不用逼也知道转型，而政府的角色是培育。人力成
本不断上升正倒逼中小企业走“小而专、小而精、小而特、小而新”的路
子。目前省中小企业局正在编制相关规划，并提出“中小企业专精特新
育苗扶壮”工程，自本年度至2016年止共四年内，全省规划培育科技创
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自主品牌1000个，“专精特新”中小工业企业和
特色服务型中小企业各5000家。

“德国制造”的经验，可以
用两个“专”字概括。

其一是“专业”。德国大企
业屈指可数，能够支撑起这些

“大家伙”竞争力的不是垄断资
源，而是为大企业做配套的、遍
布德国乡村的中小型企业。他们
大多拥有独特的技术专利，并在
一个细分产品上精益求精，无人
能替代，被誉为“隐形冠军”。比
如，专做门锁、铰链和玻璃幕墙
的多尔曼公司，年销售额7亿欧
元，工厂开到了上海和迪拜，其
专利权数量在德国能排在50强。
据统计，类似的“小巨人”公司在
德国有1300多家。

当然，著名的宝马公司和
专营汽车零部件的博世集团，
在技术创新方面也相当令人叹
服。据估算，这两家企业占全球
汽车工业技术创新的三分之
二。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

“铺天盖地”，构成了德国制造
的脊梁和筋骨。

其二是“专注”。德国人执
着于制造业，甚至表现得有点
儿偏执。1887年8月23日，英国
议会曾通过侮辱性的商标法条
款，规定所有从德国进口的产

品都须注明“Made in Ger-
many”，以此将劣质德国货与
优质英国货加以区分。当时的
德国货以廉价、仿造著称，英国
人对“德国制造”的评价是“厚
颜无耻”。

但是125年之后，当欧洲诸
国深陷金融危机时，德国经济
依然强劲。据说，当年英国首相
布莱尔曾向德国总理默克尔询
问德国经济成功的秘诀，默克
尔回答说：“我们至少还在做东
西，布莱尔先生。”

德国人对制造业有种超乎
寻常的定力。金融危机之前，当
很多国家都把目标锁定在挣钱
快、利润高的房地产、第三产
业，以及“钱生钱”的金融业时，
只有德国，还在老实巴交地提
升制造业的品质。

最终，当泡沫破灭时，人们
发现真正的赢家是老实人。“德
国制造”能做出你做不出的东
西，能做好你做不好的东西。所
以，你必须为“德国制造”支付
高价。有人称之为“进入壁垒”，
因为有这个高技术含量的“壁
垒”，德国人保住了利润，端稳
了饭碗。 据《中国青年报》

金融危机中
“德国制造”为什么能卖高价

延伸阅读

目前国内的很多企业主
们还没有认识到做专或做精
的重要性。因为在提到中小企
业时，我们渲染过多的是“短
平快”、“船小好调头”的优势。
在这种导向下，企业主什么赚
钱做什么，主导竞争方式还是
打价格战，靠低成本实现扩
张，很难像德国等中小企业一
样做专做精一个产品。

这种思维在这些一代创
业者身上已形成定势，每当经
济出现困难时，他们首先想到
的是裁员减薪、压缩原材料成
本。

我曾经去广饶县大王镇
调研，那里是全国橡胶轮胎的
重要生产基地。当时镇上自行
车胎生产在全国排前列，但众
多车胎生产企业都是靠打价
格战来竞争，彼此相互压价，
价格下来了为保证利润又偷

工减料，很快整个行业利润越
来越薄，并最终走向消亡。因
此，对于做专做精，中小企业
第一代创业者的思路转变非
常重要。

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的
道路无疑需要专业人才支撑，
这在发达国家发展史上可以
找到例证，但在中国远远不
够。拿高校来说，很多高校的
专业设置跟企业的现实需求
严重脱节，70%-80%的大学生
毕业后不愿意从事化工一线
的工作。你想连学这个专业的
人都不愿从事与专业相关的
工作，何况其他人呢？反观德
国，高级技工、专业工程师都
是在生产、科研一线工作，不
但地位很高，工资待遇优厚，
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对这些
人群都非常尊重，形成了敬畏
技术、尊重人才的社会文化。

学习“德国制造”
关键是创业者思路要变
□齐鲁工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晁玉方

专家坐诊

山东省中小企业局>>

企业升级
政府要做的是培育

政府态度

记者手记

“精”到无可替代

就是“隐形冠军”

优良的品质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集合起来的。只要有一个环节有
瑕疵或纰漏，就无法实现精益制造。

在每一个细分产品上精益求精，无人能替代，成为“隐形冠军”。
“德国制造”成功经验之“专业”，在莱州大丰轴瓦这家小厂成功复制。

而荣源印染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价格战把利润削成薄片，面对厮
杀惨烈的市场，只有依靠技术升级，从缝隙中突围重新开辟市场，才能
赚取到竞争对手无法企及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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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燃机零件三千，只取一片轴
瓦，却撬动了3 . 8亿产值。图为大丰
公司生产的轴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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