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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国：梦想的孵化
孟祥国，1 969 年年 8 ⽉月出⽣生，⽇日照莒县⼈人。现任清⼤大华创科技集团董事⻓长，主要从事⾼高新技术⻛风
险投资、⾼高新技术孵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
1 993 年年毕业于清华⼤大学，1 993~ 1 996 年年供职于北北京清华永昌化⼯工有限公司，1 997~ 1 999 年年
供职于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三年年创造出年年均 1 000% 的增⻓长率，获清华⼤大学嘉奖；
1 999~ 2000 年年供职于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高层管理理⼈人员。2000 年年加⼊入清华科技园，创办
清⼤大华创科技集团。
陈潇

说起科技孵化器，也许很多人会一
头雾水。“当初许多人并不了解科技孵
化器是做什么的，还以为是孵小鸡的，
或者是生产孵小鸡设备的。”提起自己
的公司和来家乡创业时的趣事，孟祥国
不 禁 笑 了 起 来。 经 过 数 年 的 打 拼 和 努
力，这位爽朗热情又勤奋执着的日照骄
子终于成功地将自己的科技梦想变成了
现实。
座落在美丽的黄海之滨日照市大学
科技园内的清大华创

科技孵化器，

是一座高新技术研发孵化和高科技公司
孵化平台，主要从事清华大学科研成果
的完善和转化，技术涉及软件、电子、
生物制药、环保、能源、材料和化工等
领域。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对来自清华
大学等高校的科研成果进行二次开发，
完成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
化，促进学校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
这是日照市第一个科技孵化器，2010 年
12 月被国家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孵化器，
填补了日照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清大华创

科技孵化器的成立

历经数年，而孟祥国在此之前就已奔波、
准备了十数年之久。现在看来，以往的
经历和经验的积累，正是今天梦想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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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必备基础和关键所在。

“与西方能够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力量分布
在高校和企业的研究机构情况不同，在我国，这种力

⽜牛⼑刀⼩小试 初露露锋芒

量主要集中在高校。而高校的科研成果主要是小试成

1992 年底，清华大学决定大力发展校办产业，以

果。这不是高校的老师们不想把技术做成熟，而是因

实现教学、科研、产业三方面齐头并进。1993 年大学

为要把技术做成熟，学校的条件还不够。走出学校、

毕业的孟祥国，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决定留校，同

完善技术，对高校的老师们来说既是时间上的挑战，

他的辅导员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化工系的企业。

也是设备和场地、资金、保密工作的挑战。但人财物

由于学校缺乏资金，当初创办化工系的企业时，

要齐备，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老师除了教学，

系里只能提供五万元。当时孟祥国的月工资只有 600

精力有限，所以高校的科研成果只能停留在小试阶段，

元。凭着一股执著和韧劲，孟祥国与他的创业团队不

停留在专利和论文上。这样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小

仅将隶属化工系的北京清华永昌化工有限公司组建了

试技术直接产业化，其成功率往往不到 20%。”说起

起来，还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果。

当初情形，孟祥国深有感触。

1996 年底，清华大学组建第一个上市公司时，决

有鉴于此，1999 年，清华大学从积极推动国家发

定把最优良的资产拿进上市公司。化工系的公司作为

展战略落实的高度，开始探索技术产业化新模式。而

学校拿出来的最优良资产之一，与另外三个公司组合

孟祥国，正是积极地将新模式和新构想变为现实的执

在一起，组建了“清华同方”，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

行者之一。

司正式成立。
孟祥国在清华永昌和清华同方供职期间，许多地

扎根⽇日照 孵化梦想

方政府领导和企业负责人托他帮忙到清华大学找高科

清大华创科技集团成立于 2000 年。清大华创的

技项目。对于责任感很强的孟祥国来说，受人之托，

成立，是清华大学大力提倡“创新技术产业化模式”

忠人之事。为了不辜负这些托付，他从 1994 年开始介

的结果。

入技术产业化工作。

此时的孟祥国，通过六年的调研和实践，对于如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现成的模式

何将高校的技术和外部资金、力量结合有了一定的了

可供借鉴，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探索、实践。那些日子，

解，并且在营销、策划等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几乎整天在外面跑，好在咱们日照人比较吃苦耐劳。”

他深切地感受到：要想提高学校的科研成果向生产力

回首往事，孟祥国感慨万千。

转化的速度和成功率，必须要创建科技孵化器。

但在这一时期，学校将科研成果推向企业和市场

“要加快清华大学的科研成果向生产力又好又快

时，经常会以失败告终。很多时候并不是技术不好或

转化，必须要对清华大学的科研成果进行中试完善，

项目创新性不够，而是因为技术只是处于小试成功阶

也就是孵化。孵化需要孵化场所。从 2002 年起，清

段，技术研发团队也缺乏对市场的了解，与企业、地

华大学便为清大华创

方政府之间沟通不够。

日照做了考察，05 年开始规划设计，07 年正式开工，

通过以往失败的例子，孟祥国总结出：业务的成
败，不只是光靠技术的好坏与否，还要看市场、靠沟通。
于是，孟祥国开始有意识地、积极地去接触技术
市场，探索技术市场的规律，了解社会对于技术的需求，
并努力提高自己为推动技术产业化所需要的谈判技巧。

科技孵化器的成立专门来

09 年开园，这期间可以说一直是在探索中前进。因为
将科技孵化器放在日照，需要一个详细的评估，如市场、
生产条件、人力资源状况、环保等因素都是需要我们
考虑在内的。”孟祥国如是说。
清大华创

科技孵化器具有“科技企业孵化、

不知不觉中，经孟祥国之手谈成落实的项目日渐

科技项目研发、科技企业家培养、为日照市解决重大

增多，而孟祥国也通过一次次地谈判累积了丰富的经

科技难题”等功能，占地面积 160 亩，总建筑面积为

验，对技术成果、产业化和市场的接受度等各个方面

15 万平方米，总投资额达到 4 亿元。截至目前，在硬

及环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掌握。

件建设方面，累计完成投资 2.5 亿元，总建筑面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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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万平方米、12 层高的科技大厦已经于 2009 年春天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投入使用，2.9 万平方米的 SOHO 国际科技商务区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清大华创

于 2008 年 10 月 1 日投入使用，5000 平方米的中试

化器的建立正是如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孟

孵化车间已经在 2006 年 11 月 23 日投入使用。

祥国和他的团队所付出的汗水无需赘言。

2009 年，清大华创

科技孵化器正式开园。

2010 年 12 月 22 日，清大华创

如今的清大华创

科技企业孵

科技企业孵化器，紧紧依

科技孵化

靠清华科技园在园区管理和运营方面的优势，对所有

器被国家科学技术部认定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入孵企业实行“保姆式”服务。提供工作场所、研发

成为日照第一家国家级孵化器、第二家国家级园区，

场地、中试孵化车间和在产业园区建立产业化基地，

为日照市提高科技自主创新、发展高科技事业奠定了

使入孵企业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帮助入孵企业为上

更好的基础。

市做准备；建立直通清华大学的信息平台，方便入孵

科技企业孵化器，在我国也称高新技术创业服务

企业获取信息、资料和解决难题。不仅使入孵企业能

中心。党中央、国务院认为科技孵化器“是国家技术

够将全部精力放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而且能够为入

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源

孵企业的成长保驾护航。通过持股孵化，清大华创

头企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工具，是支撑区域科

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入孵企业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关

学发展、优化发展的新型创新性服务组织”，定位很高，

系；通过提供保姆式服务，清大华创

要求也很高。

孵化器解放了生产力。持股孵化 + 提供保姆式服务的

孵化器一般应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有孵化场
地，二是有公共设施，三是能提供孵化服务，四是面
向特定的服务对象——新创办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科技企业

模式，使得入孵企业能够迅速发展壮大，并在推进产、
学、研深入结合领域做出了一系列成绩。
孟祥国对家乡的回报还在继续。他要为家乡打造

“在孵化阶段，清大华创把清华大学具有市场前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独一无二的现代高科技服务业平

景的科研项目拿到孵化器，采取合资或合作的方式，

台，在孵化器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投资 8

跟技术研发团队联合组建科技企业进行项目的孵化工

亿元的清大华创

作。在这个过程中，教授们负责他们擅长的技术研发

孟祥国计划为家乡打造一个年产值超过 30 亿元的高新

工作，清大华创则投入资金、管理、销售、生产、采

技术产业集群，并为家乡培育出几个上市公司。届时，

购等运营团队，股份化运作，与教授们一起进行技术

“清华大学研发 - 清大华创科技孵化器孵化 - 清大华

完善，直至将技术孵化成熟为止。”对于清大华创科

创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产业化”的模式将蔚然成型，清

技孵化器如何做孵化工作，孟祥国这样阐述。

华大学的科技项目和科技资源将通过这个模式源源不

随着日照科技孵化器的落成和投入使用，孟祥国
的“孵化大业”也已初具规模。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已经启动。

断地输送到家乡。
对于孟祥国来说，能在老家做点事，将所思所学
回馈家乡，为日照的科技提升和经济发展出一份力，

奉献社会 回报家乡
由于工作的原因，孟祥国多数时间都在外奔波，

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开创的魄力，对具有“士

在家陪妻儿的时间很少。但贤惠的妻子对此很能体谅，

魂商才”的经营管理者来说，“儒商”一词，孟祥国

在儿子的心中，孟祥国是位了不起的爸爸，是自己心

可谓当之无愧。“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中最崇拜的人。每年，孟祥国都会带着妻儿回到日照，

清大华创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将为我国科学技术产业

在科技园的土地上规划自己的蓝图和梦想。年复一年，

化、提高我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和日照的经济社会发

在妻儿的陪伴和亲眼见证下，本来一片荒芜的土地上，

展做出更大贡献。未来，在日照这片沃土上，孟祥国

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科技大厦、孵化车间、SOHO

的梦想还将继续实现，让我们拭目以待。

国际科技商务区……孟祥国在一点一滴地将梦想变为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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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他数年来所付出辛劳的最大安慰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