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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专精特新”练就更多“独门绝技”

如果说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那么“专精特新”就是中小企业的航向标。
如何更有效地发现、培育、赋能更多的“专精特新”企业，是一道重要发展课题。

对话人：
韦颜秋 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

中心天津商业大学基地研究员
闫 丽 本报评论员

闫丽：日前，市工信局发布了第一批139家天津市
“专精特新”种子企业名单，鼓励、引导、培育“种子企
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您如何理解“专精特新”
这四个字的深刻内涵？

韦颜秋：“专精特新”企业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拥

有“独门绝技”，在产业链上具备一定话语权。它们在

“缝隙市场”精耕细作，持续将创新要素与关键环节相

结合，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范本，体

现在市场领域“专门”、生产技术“专业”，生产工艺“精

细”、产品服务“精致”；商业模式、产品性能“有特色”。

鼓励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道路，无疑为推进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提供了

有力支撑。

闫丽：梳理天津乃至全国的“专精特新”企业会发
现，这些企业的共性在于长期专注主业、成长性好、创
新能力强。在坚持制造业立市、加速产业转型升级的
背景下，鼓励“专精特新”，对于解决“卡脖子”难题、提
升自主创新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韦颜秋：之所以说“专精特新”在很大程度上是

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利器，就是基于这类企业的自

主创新意识和能力。比如，过去我们重视整机，很多

核心零部件依赖进口，就容易被“卡脖子”。“专精特

新”就是针对这些问题。一些企业虽然规模小，但是

创新能力强，做轴承就做最好的轴承，做钉子就做最

好的钉子。做到“最好”，就离不开创新。如天津银

龙预应力材料公司靠创新不断突围，在预应力钢材、

轨道板等领域拥有152项发明专利，主导和参与数十

项国家、行业标准制定；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员工

中近一半为研发人员，其中音视频审讯设备荣获“单

项冠军产品”称号。我们需要培育大量“专精特新”

企业，来连接“断点”，打通“堵点”，这不仅有助于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更是推动天津制造到“智造”

的重要一步。

闫丽：树木生长靠阳光雨露，企业成长同样离不开
健康生态的滋养。系统化、多维度地营造良好经济生
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就会更加健康茁壮。

韦颜秋：创造一个适宜“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生长

的“空气、阳光和水”的生态环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

既要打造有利于倡导公平公正竞争的保障体系，也要

健全包括政策解读、法律咨询、融资对接等服务，同时，

还要构建大企业为核心、中小企业协同互通的产业生

态。比如，我市大力推动高成长企业梯度培育，在应用场

景、数据支持、评价奖励等多方面给予企业支持。政策含

金量更足、服务更到位，企业获得感就会更强，把更多精

力用于研发创新，就会获得更大成长。

闫丽：不久前，英国一个权威杂志把过去五年全
球动物保健产业前20名增长最快的企业进行排名，天
津一家企业排首位。该企业负责人曾说，在产业链中
精准定位，并把独特优势扩大延展至关重要。面对发
展机遇，您认为应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优势、放
大优势？

韦颜秋：“专精特新”要做起来很不容易，坚持、创新、

专注，缺一不可。赢得优势、放大优势，也是如此。中小

企业需要精准定位产业链关键环节，以创新为突破口补

短板、锻长板，强优势、蓄后势，持续积累技术优势，形成

良性循环。这其中既要有“创新到底”的决心，也要有“与

时间做朋友”的耐心。在产业链中取得一定优势后，还要

赋能整条产业链，带动上下游企业融通创新，激活整个链

条的活力。这样，“专精特新”不仅成为企业的代名词，也

会成为产业链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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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然画

“为人民服务不算苦，再苦再累都幸

福……”这是全国劳动模范、凉山州木里

藏族自治县马班邮路邮递员王顺友生前

最爱唱的一首自编山歌。在32年时间里，

他仅靠一匹马，不断往返于几百公里长的

马班邮路上。渴饮山泉水、累了睡山洞，

累计26万公里的跋涉中，他没有延误过一

个班期，没有丢失过一封邮件，成为当地

百姓心中最靠得住的“深山信使”。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是劳模精神的

深刻内涵。从埋头搞科研、总是将荣誉让

给别人的科学家蒋筑英，到“宁肯一人脏、

换来万人净”的掏粪工人时传祥，再到“献

出一点血、一点皮，换来病人的健康和生

命”的医生吴登云，无数劳动模范不计回

报、不图私利，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事业之

中，在平凡岗位上铸就了不平凡业绩。

这种无私奉献，既包含着千百年来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呈现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特质。可以说，中国共产

党百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

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牺牲奉献的历

史。战火纷飞时，千千万万的英雄献出

了宝贵生命；和平建设岁月，无数热血儿

女为了祖国的富强付出青春年华。为有

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甘于奉

献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使人不计较得与

失，看淡名与利，放得下生与死。永葆这

样纯粹的初心，就没有什么艰难险阻不

能跨越、没有什么胜利不能取得。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中，处

处闪耀着奉献的光芒。1998年，年仅20

岁的战士李向群不顾身体极度疲劳，一

次次冲锋在抗洪大堤上，倒在了为之拼

尽一切的抗洪战场；2008年汶川地震

中，公安干警蒋敏有11位亲人不幸罹难，仍强忍悲痛投身抢救受伤群众、安

置灾民生活等工作……总有人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总有人选择逆向而

行。时光在不同年代和场景中刻写下不同故事，但从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

神到抗疫精神，传承了相同的主题，赓续了同样的精神血脉，激励一代又一

代共产党人。

奉献者的身影时时可见。科研人员在实验室中夜以继日攻关，致力突

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工人在车间厂房中潜心生产，催动“制造”向

“智造”蝶变……奉献不是口号，而是一首由实际行动谱写出的美丽赞歌。

向榜样学习，发扬奉献精神，用奉献践行誓言，自觉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

福，是每个共产党员肩负的光荣使命、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特制的、坚硬的玻璃匣

子，锤击难以敲碎，而用音叉振动的方法则容易得多，

当音叉频率与玻璃的谐振频率一致时，玻璃匣子立即

裂成了碎片。这种音叉效应，通俗地说，就是“四两拨

千斤”。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学习。

学习贵在实效，有拼劲，也要多些巧劲。无论从书

本上学习理论知识，还是在实践中学习经验方法，花费

相同时间，效果却不一定相同，关键是方法问题。善用

巧劲，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在“挤”和“钻”的基础上注重

思考、摸索方法，找准学习的切入点，提升效率和实

效。南宋人陈善提出“读书须知出入法”，主张“活读

书”，既要读进去，读懂吃透，也要跳出来，灵活运用书

中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清代书画家郑板桥读书讲

究“求精求当”，强调读书要有选择，选好书，求精不求

多，要适合自己的水平和需要。学习是一个知识汲取

的过程，力争学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更好一些、更深

一些，就不能只用蛮力，而是带着思考读书，避免“眉毛

胡子一把抓”。

巧劲，在学习中积累，更在实践中养成。学习的目的

在于应用，而“巧劲”之“巧”就在于立足“问题”这个实际，

能够拿出适配性举措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如果理

论知识掌握了，面对基层群众各类诉求，总是照本宣科、

从书本到书本找答案，结果只能是千篇一律地机械应对，

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毫无疑问，离实际越近，也就离发现

问题越近，离群众越近，也就离方法越近。

巧劲，是学出来的，也是练出来。秉持一股“挤”和“钻”

的劲头，不断摸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多到实践中学，如

此学以致用、学用相长，“巧劲”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近日，一则大四学生吐槽北大博导第一学历不够好

的帖子登上热搜。这位学生在保研选择导师时，认为北

大数学学院某博导的本科、硕士毕业院校不够“硬核”，表

示“招的老师水平不如深圳中学”，不想跟他读。此言一

出“激起千层浪”，很多网友不认可他的言行。

其实，这名博导在数学界成就斐然，他是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国计算数学界最高奖项得主，现任

三个国际期刊的编委和北京计算数学学会秘书长。不

看导师能力，反而对第一学历“挑三拣四”，荒唐的背后，

折射的是什么？

北京大学课题组开展的全国博士毕业生离校调

查显示，第一学历歧视现象总体发生率高达47.62%；

而去年发表于某权威期刊的一篇研究论文显示，硕士

毕业生中，第一学历为非211院校本科的，比第一学历

为211本科的，在初次就业中收到简历回复低41%。

可见，尽管有关部门三令五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

就业歧视，但直接筛掉非名校本科毕业求职者简历的

现象仍很普遍。这种以“学历出身”论高低的做法实

质上是一种“懒政”行为，是对企业自身发展和人才选

拔的不负责任。

第一学历歧视本质上是唯学历论，由此带来诸如升

学焦虑、就业焦虑、职场焦虑，变相认可了“不能输在起跑

线上”的观念。比如，就算高考成绩能进一所不错的本

科院校，近年来也有不少学生宁愿选择复读，冲刺211、

985高校，以获得更好看的第一学历。针对这种现象，教育

部近日再次声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

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在管理过程中所说“学历”，通

常指个人获得的最高或最后的学历。

学历和能力之间，不能简单画等号，所谓“第一学历”

仅仅是人生学习与奋斗过程中的一个节点，并不能代表最

终高度。无论是从逻辑还是事实层面看，“学历出身论”都

经不起推敲。第一学历光鲜，就一定优秀吗？如果顶着名

校光环，自认高枕无忧，不再努力学习长本领，结果可想而

知。相反，很多人选择专升本，或读研读博，恰恰证明他是

个愿意学、肯吃苦、求上进的人。很多用人单位也是非常看

重这点的，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次热议事件中的北

大博导，不也正是通过自身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吗？这

也证明聘用他的学校没有被所谓第一学历“一叶障目”。再

如华为“天才少年计划”中，获得最高201万年薪的张霁毕

业于一所普通院校，如果在第一学历上设下门槛，一位“天

才少年”可能就“石沉大海”。

英雄不问出处，能力才是衡量人才的核心标准。让人

尽其才、才尽其用，最大限度激发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需

全社会共同努力。

金秋时节，滨海新区中塘镇潮宗桥村却愈发忙

碌，村里老老少少齐上阵，将培育好的芹菜、油菜、西

红柿、油桃等蔬果幼苗植入大棚。走近细瞧，大棚都

戴上了“帽子”——一排排光伏板齐刷刷地覆盖在蔬

果大棚之上。“这种光伏板能将太阳辐射分解为植物

需要的光能和太阳能发电的光能，可以输电发电，还

能给大棚增温驱寒。”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邢

志强说。

如何从土地里淘出更多“金子”？以前的潮宗桥

村，也曾利用大棚进行蔬果种植，但仍然是“看天吃

饭”，传统的种植模式大大制约了农户收入的增长。

求新求变，他们一改传统模式，引进光伏发电站，与

科技企业合作，实现太阳能光伏这一新技术与传统

农业大棚的巧妙结合，走上了种植、发电的现代农业

新道路。可见，抓好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对于

传统农业生产来说，同样可以拓宽产业转型升级的

空间，打开发展新天地。

这又启示我们，绿色发展是一条新路，必然会带

来各种新的考验。想要答好这道“新题”，就势必要

谋新策、出新招。以新应新、以变应变，方能打好这

场硬仗，把绿色发展之路走顺走实走好。

加快绿色发展，“破”与“立”缺一不可。“破”的是什

么？是传统的、低效的、不符合生态环保要求的生产方

式；“立”的是什么？是符合绿色发展方向、高效环保可

持续的新道路、新模式。有破有立、破立结合，方可走

出一条人与自然相和谐、经济与生态共赢的康庄大

道。在中新天津生态城的智慧能源小镇里，清洁能源

利用比例达到90%，电能占终端能源比重超过45%，有

力地提升了能源综合利用水平，创造出了更多的经济

价值。在天津渤化永利股份有限公司，新近投产的食

用二氧化碳项目，每年可回收利用“废气”10万立方

米，并可作为碳酸饮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供应给相关企

业。在科技创新的持续驱动下，绿色发展带来了各种

意想不到的变化，激发出更多新业态、新模式、新路径，

为城市建设、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全面赋能增效，开辟

了更加广阔空间。

经济创收、变废为宝、催生新业态……这一切，只

是绿色发展给产业带来的最直观变化，而背后是发展

理念之变、是发展路径之变。无论是潮宗桥村，还是渤

化永利，这些发展实践都足以表明，紧紧抓住科技创新

这一关键变量，激发绿色发展蕴含的无限可能，就能为

高质量发展增添更多动力。

从带领团队零起步到完成关键技术攻关，再到建立第一个新体制雷达

站，在既有成绩面前，“时代楷模”刘永坦院士不流连也不自满，而是马上投

入到新的工作中去。“一项任务完成了，就要开始下一项，只有研制出性能更

好的产品，才能给国家交上满意的答卷。”正是凭借着这种再起航、再出发、

把成绩看作新的起跑线的态度，他不断攻克技术难题、突破科研瓶颈，为祖

国的万里海疆筑起一道“海上长城”。

就像电脑实现快速运转，需要定期清理内盘缓存，时钟重新步入周期循

环，需要回归零点，放下过往成绩，对自我进行重新审视、重新定位，才能保

持活力、激发动力，不断适应新形势和新变化，实现更大的进步与发展。

“归零”心态决定起跑状态。把已有成绩“归零”，不是与过去割裂，而是

为了摆正心态，以清醒认知和理性思考来分析经验、总结教训。即使被授予

“共和国勋章”，袁隆平院士依然说“明天还要到田里去”。能够跳出成绩看

看自己在哪些方面还存在不足与短板，始终让自己处于“起跑”状态，才能在

新赛道上取得新进步、实现新发展。倘若小进即满、安于现状，就很容易被

过去的条条框框所限制，一旦遇到新情况新问题，难免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着眼更前方，有了从零开始的勇气，还需要拿出敢破敢立的精神，根据形势

变化不断调整冲锋姿态。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需要我们突

破惯性思维、改变路径依赖，保持准确科学的识变、应变态度。只有积极求新探

索，结合新任务重新研究“战术”、不断提升“打法”，才能赢得一次又一次胜利。

元气森林（天津）饮料有限公司北方生产基地坐落于西青区，西青区通

过把为企服务前置，优化了项目审批和验收流程，实现了项目“拿地即开工”

“竣工即投产”。这项流程上的创新，跑好了畅通服务的“最先一公里”。

如果说“最后一公里”是冲刺，那么“最先一公里”就是起跑，站上赛道，起跑和

冲刺同样重要。起跑迅速稳健，打好基础，后续的工作才好开展。而“最后一公里”

关乎工作实效，“编筐编篓，重在收口”，只有善始善终，之前的努力才会彰显价值。

万事开头难。“最先一公里”比拼的是把工作做到前面的服务意识。面

对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除了做好调查研究，理清头绪，找到问题的“题眼”，

还要把难处想在前面，把对困难的准备工作做到前面，接下来的服务如何开

展，就能心中有数。比如，今年我市在采暖期来临前，提前着手解决群众用

热问题12490项，还针对突发事件建立了预案，“不打无准备之仗”，把基础

工作做扎实，面对问题才能够游刃有余。

“最先一公里”的起跑和“最后一公里”的冲刺，哪个做不好也不行。工

作越是做到最后，越容易麻痹大意，结果“临门一脚”没踢出来，就会白费了

之前付出的努力。古人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强调的就是保持韧性、久久为

功的重要。居民对社区治理越来越满意，但新问题新需求也不容忽视。面

对居民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问题，海颂园社区建立了智能充电车棚，不仅满足

充电需求，还可以通过智能网联型充电控制柜，实现充满自动断电、过载保

护等功能，降低安全隐患。打通“最后一公里”关键在抓落实，没有一股“钉

钉子”精神是落实不好的，一锤接着一锤敲，一颗接着一颗钉，把“最先一公

里”的冲劲，保持到“最后一公里”，就会水到渠成，让群众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