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教授授离离岗岗当当老老板板，，三三年年关关系系不不变变
我省鼓励科研人员创业，科研成果转化收益最高95%可归个人

学厨师、学汽车装具的，都成了年入百万大老板

““除除了了教教技技术术，，蓝蓝翔翔还还传传授授‘‘创创业业心心经经’’””

从开店选址到成本核算

教得很实用

莱州李松楠的“小泡泡火锅
店”面积300多平方米，年收入超过
200万元，每到饭点，顾客熙熙攘
攘，十四五名员工跑前跑后，忙得
不亦乐乎。老板李松楠感慨：“多亏
当年去蓝翔学到了一门技术，而且
学到了宝贵的创业经验。”

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年轻
的李松楠精明强干，上蓝翔技校
之前，他在当地的一家造纸厂上
班，二十来岁就当上领班。但他
不甘心靠打工挣那点死工资，因
喜爱烹饪，2006年决定去山东蓝
翔技校学烹饪，日后自己创业。

“我发现班里不少同学都有
创业当老板的想法，学校也特别
支持。”李松楠回忆说，当时，蓝
翔还请来一些很有名气的成功
学员给在校生讲创业经历，传授
创业经验。“给我们上课的老师
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学起来

特别顺手。每天最让人兴奋的是
实训课，蓝翔技校的实训车间异
常宏大，几百名同学天天像比赛
一样同时颠勺、炒菜、出盘、造
型，最后相互品评，超级来劲！”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创
业成功的蓝翔校友回校作创业报
告，大礼堂能坐1000多人，场场座
无虚席。“我上初中时成绩不咋
地，从没那样认真听过课！”李松
楠说，“蓝翔讲的课，从开店选址、
设计、成本核算，到人员管理、市
场营销等，都很实用。当时有位学
长专门讲到两种店面选址与营销
定位的区别，对我开店启发很大。
如果店开在车站等人流密集地，
针对的是过路客，最好是快餐性
质，最讲究上菜速度；如果在市
区，则要格外关注菜品质量和服
务，薄利多销打造美誉度和品牌，
有效拉拢回头客。”

当年蓝翔老师的这些谆谆
教诲，被李松楠视为“创业心经”
铭记在心。从蓝翔毕业后，他先
去莱州一家大酒店干了四年，从

切菜配菜一直干到大厨。2010年
下半年，他辞职开起了“李氏海
鲜馆”，如今又投资100多万元开
了“小泡泡火锅店”。

理论与实训结合

毕业两年后自己当老板

“我初中毕业后在一家汽修
厂干了一年半时间，由于缺乏理
论知识，遇到问题总感觉一知半
解。”邹城小伙张志超告诉记者，
他看到干汽车装具利润可观，很
想自己开家装具装潢店。“投资
开店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想得赶
紧找家专业技校学点真功夫！”

“到哪学呢？肯定去蓝翔技
校。因为，同行中许多人都毕业
于蓝翔，无论是学校规模、综合
实力，还是教学质量和口碑，都
是最佳选择。”张志超说。

由于此前在汽修厂干过，蓝
翔技校又特别注重理论和实训相
结合，张志超对汽修知识一点就
透。对于他特别关注的开店问题，

学校也侧重实际，教授了一些基
本的运营理论和方法，例如如何
控制成本、提高效益，如何做好设
备损耗、房租、人工、水电、税收等
成本管理等。“老师经常给我们分
析成功或失败个案，毕业前又专
门拿出三天时间集训就业指导，
这对我们特别管用！”

虽然一心想自立门户，但是
从蓝翔技校毕业后，张志超还是
服从学校分配先到一家汽车装
配中心干了两年。“蓝翔技校的
老师经常强调，想当老板得先向
老板学习。”张志超说，这句话对
他触动很大，而且至今受用，“除
了实操技术，这是我在蓝翔学到
的最好的‘创业心经’！”

就这样，张志超慢慢走上自
主创业之路，先后投资150余万
元，在烟台开了三家汽车与维修
保养的店面，包括侯府汽车装潢
美容中心、侯府汽车快修中心、
侯府钣金喷漆厂，占地900平方
米，员工22人，一年毛收入达到
300万左右。

A11身边2015年8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陈朋 美编：晓莉 组版：徐凌 <<<<

“学技术是立身之本，教会你怎样创业才是帮你华丽转
身的关键。”已是莱州一火锅店老板的李松楠表示，当初选择
去蓝翔是非常明智的，不仅掌握了一门实用的技术，更学到
了许多创业的成功经验，让一直想当老板的他梦想成真。同
样师出蓝翔技校的张志超则深感，除了学到汽配装具技术，
蓝翔技校的“创业心经”让他受用终生。

本报记者 马绍栋

13日，我省发布
《关于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意
见》（简称意见），聚
焦人才、科技成果转
化、企业创新地位、
知识产权保护等，实
施了一系列的改革。
今后，高校及科研院
所的科研人员若是
带着科研项目去企
业兼职，或是离岗自
办企业当老板，政策
不仅没意见，还会从
职称评聘、收入分配
等方面给予鼓励。

本报记者 孟敏 韩笑
实习生 杨兵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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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提出，高校、科研院
所应批准支持科研人员带着
科研项目和成果、保留基本
待遇离岗到企业开展创新工
作或创办企业，或在完成本
单位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前
提下，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
化活动，兼职收入归个人所
有。而且，高校、科研院所离
岗人员三年内可保留人事关
系，与在岗人员同等享有职
称评聘、岗位等级晋升和社
会保险等方面的权利。

“之前在国外读书时，教
授的名片后面往往加了经
理、董事长等职务，以后这种
情况在中国也会大量出现
了。”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刘琨
说，这对激活高校老师的创
新创业能力是一大利好。

在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
化收益比例方面，意见规定，
在政府设立并投资建设的高
校、科研院所中，职务发明成
果转化收益要按不少于70%、
不超出95%的比例用于奖励科
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
要贡献人员和团队。对产生重
大经济社会效益的专利项目
给予支持，其发明人可以优先
或破格晋升职称。

大学生创新创业迎来
新的利好。我省鼓励高校设
置合理的创新创业学分，将
学生开展创新实验、发表论
文、获得专利和自主创业等
情况折算为学分，将学生参
与课题研究、项目实验等活
动认定为课堂学习。实施弹
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
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
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鼓励
社会组织、公益团体、企事
业单位和个人设立大学生
创业风险基金。

山东省发改委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李关宾介绍，
为深入实施新一轮大学生
创业引领计划，大学生自主
创业、创办符合条件的小微
企业分别可享受最高额度10

万元、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
款。大学毕业生创办的小微
企业，对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
元的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
业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不
高于20万元的小微企业，其
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
所得税；在电商平台开办网
店符合条件的享受创业担
保贷款和贴息。

意见提出，首批选择10

家企业开展龙头企业创新
转型试点，探索政府支持企
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
业模式创新的新机制。

推行企业知识产权标
准化管理，对通过国家标
准体系认证的企业给予奖
励。

探索发展知识产权交
易平台，逐步建立并完善知
识产权评估、质押、托管、流
转、变现机制，加快推进知
识产权证券化。设立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金，鼓
励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
质押贷款业务，简化贷款流
程。

引导和鼓励融资性担
保公司为中小企业知识产
权质押融资提供担保服务。
加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队
伍建设，配备符合法定要求
的专利执法人员，改善执法
装备等基础条件，加强公
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的
联合执法。

鼓励和引导科技型中
小企业通过中小板、创业
板、“新三板”等实现上市融
资。

研究建立引进高层次
和高技能人才“绿色通道”，
在出入境和居留、配偶随迁、
子女就学、社会保险、职称评
定等方面提供快捷高效服
务。完善“领军人才+创新团
队”的人才引进模式，吸引海
内外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带
领团队来鲁创新创业，并为
团队成员出入境等提供便利
条件，研究放宽并逐步取消
国外科技创新人才来鲁工作
许可的年龄限制。

深入实施泰山学者工
程，五年内引进培养500名高
层次创新人才；大力实施泰
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五年
内引进培养1000名从事产业
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和技
能攻关的领军人才。对省政
府确定的高层次人才取得
的政府奖励，免征个人所得
税。

建立引资与引智同步推
进机制，以招商项目为载体
打包引进领军人才和团队。
支持省外科研机构或科研人
员来鲁设立法人分支机构，
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等技术服
务，并与省内科研机构、科研
人员享受同等政策。

科研人员兼职

可以离岗创业
基本待遇不变

大学生创业

获得专利
可折算成学分

知识产权

拿知识产权
可质押贷款

人才培养

五年内培养
500高层次人才

蓝翔毕业生张志超学得技术和创业经验后，自主创业开办了汽
车装具店。 本报记者 马绍栋 摄

“相对于在普通高校接受学
历教育的学生，在职业院校接受
技能教育的学生已具有技术功
底，只要再适当开展一些创业引
导和培训，他们创业成功的概率
会大大提高。”山东蓝翔高级技工
学校分管负责人认为。

该负责人透露，目前学校开
设的汽修、烹饪、美容美发、数控
机床、机械工程等热门专业的毕
业生去向主要有两个，一是被国
际国内知名企业高薪挑走，二是
选择自主创业。他说，蓝翔不少
专业都非常适合自主创业，在校
生中六成有自主创业的打算。为
此，学校在传授实用技术的同
时，也特意强化了创业教育内
容，比如定期邀请创业成功学员
回校“传经送宝”。“效果非常好，
因为想干和会干是两码事，否则
很容易办成赔钱项目。”

据教育部统计，从2004年到
2010年，我国普通高校自主创业
比例一直在0 . 2%左右徘徊，而高
职大专院校学生近期创业意向比
例为43 . 2%，创业意向与专业匹配
度高达57 . 6%。这表明，侧重一技
之长、动手能力更强的职校生在
自主创业方面优势明显。

当然，创业并不是让每个人都
开办上市公司，像李松楠、张志超
这样依托一技之长开个店，实现个
人理想的同时还能带动别人创业，
未尝不是“小而美”的选择。据悉，
蓝翔技校建校31年来已累计培养
各类技能人才40多万，其中走出的
中小微企业主不计其数。

创业教育

让技校生更灿烂

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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