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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业 七 年 ，如 今 年 销 超 五 千 万

和同信息耿哲：民营小企业一样有蓬勃春天
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回
来已有一周时间了，山东
和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后称“和同信息”) 董事
长耿哲的激动劲儿还没有
消退。作为千万民营中小
企业的代表，耿哲在会上
最后一个发言，当得到总
书记“毫不动摇鼓励支持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的答复，他说他的干劲更
足了。
和同信息董事长耿哲接受记者采访。

文/ 片

本报记者

修 从涛

总书记说
“民营企业是自己人”
11月1日晚，耿哲作为民营
企业家代表在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
言，经过电视画面播出后，耿哲
立马成了高新区企业圈里的
“红人”。
说起被选中参加民营企业
座谈会，
耿哲也有些意外。
“参加
完山东召开的儒商大会之后，
就
通知我要到北京参加一个民营
企业的会。
当时也不知道总书记
会参加。
”
耿哲说，
他的企业就是
千万民营中小企业的代表，
他遇
到的问题也正是这些千万中小
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
“对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是
科技型中小民营企业来说，最
大的难题在于资金缺乏、融资
能力弱。土地厂房都是租的，可

抵押的资产很少，向银行申请
贷款难度很大。”在座谈会上，
耿哲向总书记反映的问题得到
总书记的当面回复，总书记提
出要通过各种举措解决民营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在座谈会上，让耿哲最为
激动的是，总书记说“广大民营
企业是我们自己人”。
“ 总书记
对民营企业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民营经济取得的成就给予充
分肯定。”耿哲说，当听到总书
记掷地有声地强调毫不动摇鼓
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并走向
更加广阔舞台时，他觉得当初
选择创业这条路没有错。

“想做点事情”
41岁开始创业
2011年，
41岁的耿哲决定自
己创业，成立了和同信息公司。
之所以想自己创业，
耿哲说，
“就
是想做点事情，
这也是万千民营

和同信息生产车间。

企业家们都有的一点梦想。
”
由于有着之前工作的社会
经验和资源，耿哲决定做老本
行计量仪表。虽然对这个行业
有着坚定的信心，但耿哲认为
不能走传统仪表行业的老路，
和同信息将自己定位于物联网
能源管理方案提供商、公用事
业能源计量智能化专家。
“公司创立之初，只有七八
个老同事，租了几间破旧厂房，
就算开张了。”耿哲说，公司第
一年营收达到几十万，再往后
到几百万，再加上高新区各种
激励和扶持政策，公司发展越
来越好。2017 年实现销售收入
5072万元，利润近百万，在全国
20多个省市都有业务。
创业七年来，和同信息从
第一个样品、第一份订单开始，
先后自
度过了创立之初的艰难，
主研发了各种智能水、
电、
气、
热
能源计量仪表，并提供管网监
控、供水泵站、换热站等能源监
控系统方案，
研发的各相关行业

的信息管理系统在我国公用事
业领域得到了大量应用。
“公司也从最初的2条生产
线扩建到了现在的12 条，员工
达到120 多人。目前，公司拥有
37 项自主知识产权，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新区瞪羚
企业、山东省首批瞪羚培育企
业。”耿哲介绍，为了规范企业
发展，去年8 月公司完成股改，
挂牌新三板。

民营小企业
也有蓬勃春天
和许多民营企业一样，企
业在发展中也遇到了总书记所
说的“发展中的困难、前进中的
问题、成长中的烦恼”。
“ 今年上
半年，由于几个大客户拖欠了
几千万元的货款，而银行又压
缩了授信额度，抽贷近一半，公
司的账面流动资金一度很紧
张。”为了渡过难关，耿哲甚至
连自己的房子都抵押了。

民营企业融资难，尤其是
中小民营企业。
当耿哲向总书记
反映这一问题时，
也得到了总书
记的当面回复。耿哲说，他没想
到总书记对民营企业家创业的
酸甜苦辣那么感同身受，
提出的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
那么具有针对性、
实用性。
耿哲说，从北京开会回来，
他又连续参加了省里的民营企
业座谈会，并第一时间向企业
传达了总书记以及省市对民营
企业的支持举措，激动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复，他觉得民营小
企业也可以有蓬勃春天，他现
在有着“巨大的信心”。
度过了上半年的困难，
和同
信息下半年发展得非常好。
“下
半年的营收估计能达到六七千
万。
”
耿哲说，
现在有许多订单找
上门来，
尤其是这次参加会议回
来，
一些投资方对企业发展的信
心也更足了。
他计划每年在研发
上投入10%左右，争取在三年内
营业收入突破两亿元。

建诺奖工作站，打造诺奖楼

12位专家受聘高新区生命科学城国际合作大使
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修
从涛） 为积极促进济南市生
物医药产业与世界顶级大师、
顶级科研团队进行更多学术交
流与海外合作，引进国际领先
技术成果，吸纳国际高端专业
人才，推动济南市生物医药产
业的转型升级，11 月6 日，第十
六届国际新药发明科技年会暨
2018年济南国际新药人才成果
交流大会在济南开幕。
本届大会主题为“聚焦生
物医药前沿，驱动产业创新发
2014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展”。
奖获得者、挪威特隆赫姆Kavli
系统神经学研究所主任爱德
2004诺贝尔化学奖获
华·莫泽，
得者、以色列理工学院教授阿
弗拉姆·赫什科，法国科学院院
士、德国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
院院士、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教授埃里克·斯托夫等来自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 位国
际专家、学者及国际制药500强
企业高管、企业家、投资人、决
策人等共同参会。
开幕式上，2014 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爱德华·
莫泽博士与银丰集团签署合作
协议，建立诺奖工作站，开展技
术研发、成果转化及临床应用
方面的深入合作交流。据悉，此

次诺奖得主与济南当地企业建
立工作站，是济南引进高端智
力的重要成果，将对济南市生
物医药产业加快创新发展起到
积极推动作用。在诺奖大师论
坛中，两位诺奖获得者分别以
“大脑中的空间与时间”和“UBITCIN系统蛋白质降解：在健
康和疾病中的作用”为题作精
彩报告。
值 得 关 注 的 是 ，大 会 上 ，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弗拉
姆·赫什科博士以及美国国家
科 学 院 院 士 、韩 国 科 学 院 院
士、韩国水原大学教授赵臧熙
博士等12 位专家、教授受聘济
南高新区生命科学城国际合
作大使。高新区生命科学城也
将利用高新东区科创走廊，打
造 诺 奖 楼 、院 士 楼 ，通 过 引 进
国际创新资源，实现产业引导
和集聚，将生命科学城打造成
生物医药及医疗健康领域的
全球高地。
本届大会为期三天，由国
家外国专家局国外人才信息研
究中心、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共
同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济南分会、南澳大学、齐鲁
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共同支
持，济南高新区生命科学城发
展中心、百奥泰集团联合承办。

高新区为
12位专家学者
颁发受聘证书。
通讯员
郭树蛟 摄

葛相关链接

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

济南高新区生命科学城排第五
今年以来，济南高新区生
命科学城发力拓展招商引资新
路径，
加强与国内外高校、
科研
5000平
院所、经贸机构的合作，
方米的美国萨克拉门托创新中
心和长岛石溪大学3000平方米
的中美计算医学创新中心已经
建设完成，芬兰赫尔辛基海外
孵化器也已正式揭牌。

此外，生命科学城还引进
了芬兰埃博学术大学与张运院
士合作的中芬心脑血管支架联
合实验室、填补省内空白的美
国赛默飞串联质谱医疗设备生
产基地、巴基斯坦外科与内科
专家科学院大中华区分院等，
国际合作取得显著成果。
目前，
高新区已聚集生物医

药企业达1700余家，
年销售收入
超700亿元，
拥有齐鲁制药、
银丰
生物、
华熙生物、
赛克赛斯、
修正
药业等一大批知名药企。
在2018
年10月科技部生物中心最新公
布的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
综合竞争力排名中，
济南高新区
位列全国第5名，各项评价指标
均居全国高新区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