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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英雄创业英雄

▶ 本报记者 邓淑华报道

激光是 20 世纪以来，继原子能、计算机、半

导体之后，人类的又一重大发明，被称为“最快

的刀”“最准的尺”“最亮的光”。随着我国金属

行业的产量和消费的快速增长，激光切割机的

问世，也给板材加工带来了新飞跃。

在天津，一家已为北汽福田、比亚迪、长安

汽车等提供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机，并研发、

生产、销售中高功率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机、

光纤激光切割机、光纤金属激光切割机等产品

的企业，近日一举获得天津市宝坻区第三届创

新创业大赛暨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天津

赛区）初创组一等奖。这家企业，就是创办仅半

年多的天津市星河激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梦为马，不负韶

华。我们团队平均行业经验超过 10 年，但团队

平均年龄仅 33 岁，团队年轻化，不但拥有丰富

的行业经验还富有激情。”星河激光执行董事、

运营总监张国波表示，“我们在自身研发的基础

上，与中科院力学所、清华大学等建立长期合作

伙伴关系，并与市场先进激光企业联手合作，希

望做出北方的工业专业激光品牌。”

缘何创业选址天津？

张国波出生在贵州遵义，这里是革命老区，

也是红色旅游圣地。他大学在宁夏银川北方民

族大学就读，专业是材料科学工程。大学毕业

后，张国波在深圳大族激光总部从事工艺、调试

设备和机械研发等技术工作。大族激光是世界

排名前三的工业激光加工设备生产厂商，目前

全球员工超过 1万人。

“在那做了两年技术后，公司又派我到上

海。我从上海开始转销售，后来又先后在杭州、

苏州、温州工作。最后，我被调到北京工作了 5
年，还担任销售总监。”张国波说，当时他每年

销售额约 8000万元，整个团队约 2亿元。

工作期间，张国波发现，激光切割是目前世

界上最先进的切割技术，其精度高、速度快、能

耗低，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以及必须

装备，其市场量巨大。但目前激光切割机生产

厂家主要集中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以

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和以深圳为中心的华南

地区。截至目前，北方还没有具有实力的激光

切割机生产厂家出现。

经过筹备策划后，3 月 27 日，张国波投资创

办的天津市星河激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

立，当时的员工共 10 名。“我们从业十几年，共

同组成了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团

队。”张国波表示，“我在大族激光共工作 11
年，星河激光总工程师彭肜杰则更长，已在大族

激光从事技术研发 17年。”

为什么把创业企业落地天津？“我们之前也

找了很多地方，包括山东、江苏等多省。我们想

在北方发展，尤其是依托北京高校、科研院所力

量，走技术路线、专业化路线、专精尖路线。”张

国波介绍，“天津作为北方的核心城市之一，有

着激光切割机生产厂家落户的各项交通、市场、

政商以及人才条件，所以我们在天津进行此次

项目研发生产以及销售服务。”

研发高功率工业激光产品

今年 7月，星河激光研发的第一台高功率设

备——8000W激光切割机顺利研发成功并推向

市场。

“对于整个北方来说，目前做高功率的激光

切割机设备厂家几乎还没有。我们研发的国产

激光器研发后顺利推向市场，得到机构顺利检

测、客户成功验收，标志着我们的技术实力已经

顺利过关。”张国波表示，“我们中间也吃了很多

苦，付出了很多代价。毕竟国产产品相对不稳

定，需要更改的地方非常多，所以我们在这里花

了将近两个月。经历连续三天三夜加班后，我

们的设备最终被成功验收。”

当技术得到认可时，星河激光也受到客户

的认可。“当第一次有客户看到我们是一家初创

企业，却依然敢花 100 多万元买我们的设备时，

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也是我们团队比较难忘的

事。”张国波回忆。

虽然星河激光成员有技术和销售的优势，

但仍面临市场环境风险、资金风险和关键元器

件风险，他们不得不考虑经营风险与对策。

张国波介绍：“中国经济形势下行的压力以

及中美贸易战的持续性和广泛性，导致客户购

买力和购买信心下降，所以我们要开源节流，减

少不必要的人工开支和经营性开支，抓住关键

客户。在创业资金短缺的背景下，我们提高资

金周转率，寻找优质供应商，寻求多渠道融资。

中美贸易战导致多种关键光学元器件断供，我

们增加多种国产元器件替代方案，并给客户做

好解释工作。”

目前，星河激光技术主要立足于电气控制、

机械设计、工艺应用这 3 方面技术，生产光纤激

光切割机系列、激光焊接机系列等 30 多种工业

激光产品，广泛应用于钣金加工、金属加工、汽

车、航空航天、仪器仪表等行业，公司员工也拓

展到 28名。

“在机器人激光切割机领域，我们涵盖三维

机器人激光切割机和二维机器人激光切割机。

二维机器人激光切割机产品在京津冀地区的需

求每年在 5 亿元左右，但京津冀还没有具有规

模以及技术实力的团队出现。”张国波表示，“我

们的产品延伸是手持激光焊接机。由于激光技

术的发展和光纤激光器的出现，手持激光焊成

为了现实。手持激光焊具有替代传统激光焊的

潜力，其应用十分广泛，预计每年在市场上有百

亿元的需求额。”

创业一定要坚持

对于此次参加天津市宝坻区第三届创新创

业大赛暨第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天津赛

区），张国波说：“客观讲，我们最初参加大赛有

两个目标：一是提高知名度，做好市场推广。二

是如果有合适的金融机构，我们可以寻求投

资。”

“我看到政府、科研院所、专家、投资机构等

都高度关注智能制造，这是我比较欣慰的地方，

也给我们带来希望。”张国波说，“大赛专家点评

时，他们都认为我们的首次焊接很具有创新型，

给了我们很大鼓励。”

回忆创业之路，张国波说，创业没有那么简

单。可能许多创业者工作时都年薪 50 万元甚

至年薪 100 万元。当他出来创业后，会发现创

业跟想象有很大差距。“不是说你销售好就能把

公司办好，不是说你技术好就能把公司做好。

创业不是喝着咖啡、喝着茶就把企业办好了。

你要面临的是和政府、房东、员工、银行等打交

道，每一件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在他看来，创业前要做好充分的市场调

研。“不能冲动创业，不能一拍脑子就出来了。

但你一旦进来，就应该坚持。或许，我们这个月

工资和房租都交不起了，但是当我们坚持两天

之后，会发现突然之间柳暗花明，这个客户突然

找你买设备，而且你有 20 万元左右的纯利润。

所以创业一定要坚持，坚持到最后一秒。”

作为创业者，重要的是什么？在他看来，

“首先，你必须大事小事都亲力亲为。每当发货

时，我们会亲自打包，抬东西，有时手会磨出水

泡。当有客户要来了，你桌子上的烟灰也要擦

干净，这是细节，但要注重细节。其次，你要有

持续的综合学习能力。你要对行业专业知识非

常了解，要学商务礼仪、人际沟通、管理、财务

等。再次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目前，中国创新创业环境对于我们是比较

好的。”张国波表示，“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

不枉此生，做出自己的品牌，做出包括自动控

制、机械机床设计、激光光源光学转换装置的工

业激光产业链的重要一部分。”

10 月 28 日，2019 珠海（国家）高新区“菁牛

汇”创新创业大赛在珠海南方软件园圆满落幕。

经过激烈的角逐，24个创业团队和企业获得一二

三等奖，预计发放奖金达258万元。与此同时，在

签约仪式上，共有13个项目团队现场签约落户珠

海高新区，3个项目团队签订投资意向书，其中包

括一等奖1个，二等奖1个，三等奖5个。

此次大赛以“智汇湾区 瞩目高新”为主题，

由珠海（国家）高新区管委会主办，旨在聚集和整

合创新创业资源，搭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大赛

自正式启动以来，共吸引海内外 502个项目报名

参赛，经报名、初复赛书面评审等环节后，52个优

质项目进入决赛，项目涵盖软件和集成电路设

计、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与

医疗器械等多个领域。最终，24个创业团队和企

业获得桂冠。

24个创业团队和企业获奖

决赛现场，52 个项目进行最后角逐，经现场

路演、专家提问、评分统计等环节，当场公布比赛

结果。

此次大赛进一步优化赛程赛制，设立企业

组、初创组两大组别，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

医药与医疗器械及其他两个类别。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类别企业组，增强（混合）

现实核心光学技术及系统的研发与产业化获一

等奖，基于自研芯片的毫米波及太赫兹雷达、工

业AI精密外观检测系统两个项目获得二等奖，新

型高分子聚合物光波导芯片研发及产业化、远距

离低功耗新型Wi-Fi芯片、集成式智能环境传感

器产业化获得三等奖。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类别初创组，新一代非易

失性存储控制器芯片技术获得一等奖，蓝擎魔

垫-汽车节能减排材料、全波段光敏半导体新材

料及光芯片技术的应用获得二等奖，AI+指静脉

生物识别技术核心模块的研发及产业化、超低功

耗蓝牙、高效储能系统解决方案提供者 High Ef⁃
ficiency获得三等奖。

在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及其他类别企业组，

新型国产左心耳封堵器系统获一等奖，3D 生物

打印人工血管、基于靶向神经调节技术的家用医

疗设备获得二等奖，Pinpoint-肺部穿刺手术机器

人以及“脑陆科技：脑健康、脑机交互与类脑决

策”、个体化肿瘤治疗性疫苗的研制获得三等奖。

在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及其他类别初创组，

基于 CRISPR 技术的核酸高敏快速等温检测体

系获得一等奖，γδT细胞用于肝胆管细胞癌的介

入治疗产业化项目、现代中药创新剂型 ——固

液胶囊系列产品研发获得二等奖，实时导航辅助

下精准射频消融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微创手术

系统的研发及产业化、肠道菌群移植在肝病治疗

领域的临床应用项目、纳米检测器获得三等奖。

除奖金之外，24个获奖项目还可获得风险投

资、银行融资、政府计划支持、创业培训服务、免

费孵化空间、行业对接等支持。同时，珠海高新

技术创新创业服务中心还将根据参赛项目实际

情况，协助企业对接投融资及申报珠海“英才计

划”人才政策及珠海高新区相关人才、产业等扶

持经费。

13个项目团队现场签约落户

与往届相较，本届大赛现场签约落户珠海

高新区仪式成最大亮点。当天共计 13 个项目

团队签约落户珠海高新区，其它落户意向也在

持续洽谈中。

珠海（国家）高新区“菁牛汇”创新创业大

赛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进入决赛的团队和

个人通过参与创业训练营与前期的咨询服务，

对珠海高新区政策和环境已有了初步了解。

同时，主办方还安排了与投融资机构接触、天

使投资与产业对接的机会等，都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赛事的落户成效。

据悉，此前珠海（国家）高新区“菁牛汇”创

新创业大赛连续 4 年的成功举办，已引进培育

了中科赛特、赛德雷特、尚维高科、普林芯驰、

优微生物等优秀创新企业和企业家，营造了良

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形成了一定的创新创业集

聚效应。

珠海（国家）高新区“菁牛汇”创新创业大赛举

办5年以来，已吸引来自中国、新加坡、美国等国家

和地区的2200多个海内外创业团队报名、参赛，吸

引了60余个创业项目落户珠海高新区。

参赛项目团队凸显港澳元素

2019年，珠海高新区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的重大机遇，正努力打造成为以高质量和新经济

为引领、具有海滨特色的科教新城。为积极融入粤

港澳大湾区创新圈，珠海高新区在创新创业氛围、

扶持资金、人才引进奖励、居住保障等方面，提供

了诸多优质创新创业服务。尤其在港澳创新

创业合作方面，珠海高新区给予了前所未有的

扶持力度。

此次大赛在项目资源拓展、港澳科技顾问

合作等多方面进行优化，除设香港、澳门分赛

点征集优质项目，还为珠海高新区港澳科技顾

问开设项目推荐绿色通道，被推荐项目可直接

进入大赛复赛；同时，授予港澳优秀科技顾问

“珠海(国家）高新区创业导师”称号，以激发粤

港澳三地联手举办创新创业活动的积极性，共

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在此次大赛征集的 502 个项目中，港澳项

目占 45 个，最终有 17 个项目进入决赛，4 个项

目获奖。大赛作为粤港澳三地双创交流的新

平台，未来将吸引更多优质港澳创新创业项

目落户珠海高新区。

如今，珠海高新区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端

人才聚集的创新创业热土之一，未来将通过活跃体

制、人才、资金、项目等创新要素，吸引越来越多科

创人才、企业和项目集聚，为大湾区高端产业集聚、

产业技术孵化、创新人才荟萃提供不竭动力。

创业不是喝着咖啡、喝着茶

就把企业办好了。你要面临的

是和政府、房东、员工、银行等

打交道，每一件事情都要亲力

亲为。

——天津市星河激光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执行董事张国波

创业，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秒
访天津市星河激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张国波

500余海内外项目参赛 16个项目团队现场签约

珠海高新区“菁牛汇”大赛“惠牛人”
▶ 贾法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