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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创业先锋】

宋和宋科技宋和宋科技：：打造电子提花机世界领军品牌打造电子提花机世界领军品牌

电子提花机是一个高度集成的产品，是纺织机械
领域最难的设备之一，江苏宋和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在传统制造业上实现了突破。作为宋和宋科技创始
人，多年来，宋日升注重科技创新，以智能为引领，成功
把企业打造成为具备世界上最大的电子提花机生产能
力、国内最大的电子提花机产业化基地和国际上最具
竞争力的中国电子提花机品牌。

“修不好了，我给你换新的！”

在创业之前，宋日升已在技术岗位从业20年。原
本学习电气自动化专业的他，怎么会接触并研发出提

花机呢？这其中有个小故事。
1998年，宋日升为一家纺织企业提供电子维护。

这家企业的工程师问宋日升：“德国进口的电热压光系
统有个配件损坏了，你能修吗？”宋日升了解到，如果请
德国工程师过来维修成本非常高，工程师从上飞机就
开始计费，配件也十分昂贵。当时宋日升经过检查后
表示：“修不好了，这已经坏了，但我可以给你换一块新
的！”

经过3个月的研发试制，宋日升兑现了自己的承
诺，研发出在功用上完全替代德国进口产品的配件，成
功进入长久以来为德国所占据的高端科技领域。从那

时开始，宋日升感觉很自豪：“我能创造一个和国外同
样的东西。”就这样，宋日升开始了自己的创业道路。

宋日升真正接触到提花机是在华西村。当时，宋
日升将生产的配件销售给华西村的一家客户，客户对
着一架提花机跟宋日升说：“这种提花机只有外国人能
造，你能造出来吗？”客户切切实实的需求和一颗爱国
之心激发了宋日升自主创新的想法。他因此确定了创
业方向：造出与国外产品媲美的电子提花机！

把传统行业做成朝阳产业

带着“提花机中国造”的决心，宋日升带领团队日
夜奋战，将样品提花机拆了装、装了拆，花了三个月的
时间，重新做了一台新的提花机交给客户使用。客户
使用之后觉得很惊讶，竟然丝毫不亚于进口产品。

“当时客户买进口提花机花了约2万欧元，我们的
产品卖给他只需要2万人民币。”公司董事会秘书邓志
波自豪地表示，这就是宋和宋的研发理念，简洁、高效、
绝对满足客户使用。“只有客户用得好才真正说明我的
设备好。”凭借这款产品和持续不断的耕耘创造，仅仅
过了一年的时间，宋和宋就奠定了布边电子提花机的
行业龙头地位。

现在，宋和宋生产的提花机能为客户提供花型设
计管理工具，实现了生产的可视化，有效提高生产管理
效率，并能提供远程实时技术支持，并及时发现和排除
设备故障。相对于传统的提花机，宋和宋首创的链式
传动方式，传动效率高达96%，降低能耗30%，大大提
高了设备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优质的产品很快迎来了市场的青睐。近两年，宋
和宋的销售数据逐年增长，截至2018年6月，实现销售
额1.7亿元，净利润1800万元，并将在未来五年保持
30%的持续增长。

采访中，邓志波认为自家的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力
很大。“这个行业小企业进不来大企业不想进，如果要
成为规模化的产品，技术门槛很高。”由于电子提花机
集成度非常高，大企业通常不愿意耗费较多精力去学
习研发这个领域。而小企业如果想做，也没有自己专
业的技术。

在很多人看来，提花机是传统行业，但宋和宋却把
它做成了朝阳产业。“未来我们还要继续深耕细作，把
市场做得更大。”邓志波说。 邵文晶 李艳玲

一图读懂人社部
《关于推进技工院校学生
创业创新工作的通知》

“海归”回国创业初期，水土不服，错失机会，怎么办？在日
前举行的2019年无锡市留学人员新春座谈会上，相关代表“求
助”，坦言对国内政策环境不熟悉，走了弯路，希望政府施以援
手。座谈会上，无锡为留学人员在锡就业创业发送各种“政策红
包”。

据介绍，座谈会以“建功有我，赤诚报国”为主题，展开交
流。不少留学人员代表，对一直以来支持帮助他们扎根无锡创
新创业的政府部门表达了感激，表示将继续做好技术研发和成
果转化，坚守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投身新无锡建设之中。同时，
也对在锡创新创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并谈了他们的期待。博
雅干细胞相关负责人称，该单位去年取得的成绩还是不错的，科
研投入、科技创新创业等方面均取得很大进步。

而来自江大商学院的一位“海归”教师则建议，无锡在人才
引进方面应加大力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来锡。另一位刚归国
创业的“海归”代表则坦言，在锡创业眼下遇到了“瓶颈”，因为自
己对国内政策不熟悉，在做市场、搞科研合作时，吃了不少“闭门
羹”。对于这些建议，参会的无锡市政府相关部门人士一一作了
回复，表示将竭尽所能，为留学人员在锡创新创业搭建更好的平
台。

据悉，无锡素有优秀人才出洋留学的历史传承，早在上世纪
初就是当时全国出洋留学人数最多的地方之一。如今，随着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环境完善，留学人才回流已成趋势。无
锡作为一个GDP破万亿的发达城市，吸引了越来越多包括本市
及全国各地留学人员前来实现梦想、成就事业。截至2018年年
底，在锡留学归国人才已达到1.3万人，他们奋斗在各行各业，成
为引领无锡产业强市的中流砥柱。

无锡市人社局副局长包晓东表示，今天的无锡迫切需要加
速集聚各类优秀人才，广大留学人员具有开阔的视野、丰富的学
识、广泛的人脉，希望大家在无锡这片人才荟萃的钟灵之地，实
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同时不忘初心，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
入开辟无锡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推进无锡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
实践的伟大事业中来。“你们不仅是无锡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
独特记忆和重要资源，也是未来改革开放深度推进的强大动力
和不竭源泉。”

据了解，2018年8月，《关于实施“太湖人才计划”升级版2.0
打造国内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发展高地的若干意见》全面
发布，无锡以更加开放、更加积极、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为各类
人才给予项目资金、薪酬补贴、平台支撑、环境氛围等立体化、全
方位的支持，强势吸引集聚海内外各类人才来无锡市创新创业。

王鑫

一、哪些人可以取得《江苏省创业
培训讲师培训合格证》？

参加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或受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委托的社会组织认可的
创业培训师资培训班并修完所有培训
课程且考核合格的学员。

二、《江苏省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合
格证》的效用是什么？

《江苏省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合格
证》是创业培训师资在江苏省范围内进
行创业培训教学、参加省星级创业培训
讲师评定等创业培训师资活动的必备
条件。

三、《江苏省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合
格证》由什么单位印制？

《江苏省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合格
证》由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
制。

四、《江苏省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合
格证》申领、核发、发放的流程是什么？

师资培训班结束后，培训班主办单
位所在地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或省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委托的社会组织提交培
训班有关资料，申领本期培训班符合领
证条件学员的《江苏省创业培训讲师培
训合格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或
受托社会组织审核资料，核发证书，并
将证书邮寄至申领单位，由申领单位向
符合领证条件的学员发放。

五、《江苏省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合
格证》中信息包括哪些？

《江苏省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合格

证》信息包括：证书序列号、证书编号、
学员姓名、学员有效身份证件名称及号
码、培训时间、培训班编码、培训项目名
称、印制单位、发证日期。

六、《江苏省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合
格证》遗失如何补办？

如证书因遗失需补办，证书持有
人应向所在地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具体联系方式可咨询当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创业培训管理机
构）提供所遗失证书有关信息及本人
书写的证书遗失声明。设区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核实证书持有人提
供的资料真实有效后，向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或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委托的社会组织提出补办证书
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经审核通过，
核发新证。新证发往提出补办申请
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由该
局向持证人补发。

七、《江苏省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合
格证》损坏如何更换？

如证书因损坏需更换，证书持有
人应向所在地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具体联系方式可咨询当地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创业培训管理机构）
提供损坏的证书及本人书写的证书更
换原因说明。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核实证书持有人提供的资料真实
有效后，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或
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委托的社会
组织提出换证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
经审核通过，核发新证。新证发往提
出换证申请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由该局向持证人换发，同时销毁
需更换的证书。

八、如《江苏省创业培训讲师培训
合格证》中记载的信息内容需变更，要
更换证书，如何办理？

1、因证书持有人原因，证书记载
的信息内容出现错误或发生变化，需
更换证书的，证书持有人应向所在地
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具体联
系方式可咨询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创业培训管理机构）提供本人书
写的证书更换原因说明、与更换原因
相对应的证明材料、需更换的证书。
经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核实
证书持有人提供的资料真实有效后，
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或受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委托的社会组织
提出换证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经审
核通过，核发新证。新证发往提出换
证申请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由该局向持证人换发，同时销毁
需更换的证书。

2、非证书持有人原因，证书记载
的信息内容出现错误，证书持有人一
经发现，应及时向所领取证书的设区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经设区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核对有关信息
确有错误后，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或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委托的
社会组织提出换证申请并提交相关资
料，经审核通过，核发新证。新证发往
提出换证申请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由该局向持证人换发，同时销
毁需更换的证书。

一、项目概况

以“职工创业·工会圆梦”为主题，
实施“五创工作法”，推进职工创业创
新，通过工会普惠服务创业平台，引导
职工转变就业观念，帮助解决创业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形成“双创潮
流”，助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二、目标方案

1. 绘制职工创业圆梦图，吹响职工
“双创”实践新号角。以“燃情众创、匠
心筑梦”为主题，先后走进企业、社区、
广场开展创新创业宣讲活动，深入宣传
国家创新创业政策，营造万众创业良好
氛围，增强职工创业正能量，激发职工
创业新活力。

2. 开启职工创业直通车，满足职工
“双创”订制新需求。面向全市企业职
工和有创业意愿人员开展订单式培训，
免费赠送创业培训大礼包。先后开设
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月嫂、烹饪等8
个培训班。

3. 搭建职工创业加油站，书写职工
“双创”帮扶新篇章。设立“创业加油

站”，聘请创业导师，为创新创业者提供
专业化、系统化和个性化服务，开展各
类创业导师公益性指导120余场次，近
千名创业者受益。设立100万元扶持
职工创业资金，为20名职工创业者发
放创业奖励资金。

4. 架构职工创业好联盟，筑牢职工
“双创”孵化新基地。与启萌沃土众创
空间等7家单位达成合作协议，为职工
提供与创业相关的咨询、指导、项目等
服务，组织职工创业“手拉手”联谊、沙
龙、报告会，为广大职工实现创业梦想
提供“练兵场”。

5. 擦亮职工创业先锋榜，树立职工
“双创”示范新标杆。确定“兴化市博汇
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19个市级优
秀创业典型为“五一创业岗”，深入开展
宣传和展示推介工作，宣扬创新创业精
神，营造全市创业创新良好氛围。

三、保障措施

一是强化组织保障。市总工会一
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及时调整充实工
会普惠助力职工创业工作领导机构，明
确工作目标，逐级落实责任。二是强化

经费保障。2017年以来，每年度设立
100万专项资金，专项用于普惠性服务
创业工作。三是强化措施保障。配齐
办公设备，抽调专门人员，制定工作方
案，精心筹划活动。

四、效益价值

2017年以来，提供各类创业导师
咨询辅导服务120余人次，930多名创
业者和有意创业的职工从中受益。开
展创业培训10余期633人次。为20
名职工创业者发放创业奖励资金10.3
万元。

五、社会影响

兴化工会推动职工创业创新的做
法多次被《工会信息》、《新华日报》、《江
苏工人报》等媒体报道。2017年，市总
工会被市政府表彰为“推进创业富民工
作先进单位”。工会普惠助力职工创业
系列活动得到了广大职工的好评。
2018年6月29日，参加创业技能培训
的学员代表为市总工会送来“工会娘家
送培训，贴心服务送温暖”的锦旗表达
感谢。

宋和宋科技创始人宋日升

【创业动态】

无锡为“海归”就业创业
发送“政策红包”

【创业政策】

《〈江苏省创业培训讲师培训合格证〉发放暂行办法》解读

【全省工会促进职工创业创新富民增收项目成果】

兴化市总：“五创工作法”助力职工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