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年内建成咸宁激光科技产业园
去年11月17日，央视首次推出《中

国制造2025》系列报道，将《从“汉阳造”
到“光谷梦”》的专题报道放到了首要位
置，代表着激光将是《中国制造2025》重
要的发展行业。

何国柱介绍，未来5年内，一束激光
科技（咸宁）有限公司计划投资2.3亿元，

在咸宁高新区征地40亩，建成咸宁激光
科技产业园，新上一条自动化生产线，实
现年产值1亿元，缴纳税收1000万元。

该公司将以世界第一的激光企业
——德国通快公司为标杆，加快激光产品
自主创新步伐，利用现有的产品基础，通
过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引进吸收，掌握一

批激光关键技术和核心产品生产工艺，建
成一家“激光设备+互联网+物联网+核心
技术+服务核心”的绿色高科技激光企
业，以支撑咸宁激光科技产业园的建设。

通过自主创新和合作，一束激光科技
（咸宁）有限公司在5年内，争取成为中国
激光行业中实行创新成果转化的企业，研

发生产系列激光切割设备、系列激光焊接
设备、系列激光熔覆设备、系列激光3D打
印设备、系列激光精密微细加工设备、系
列激光医疗设备，并在咸宁市建设激光加
工应用示范站。

创客星空

创造中国激光行业的4个第一
一束激光科技（咸宁）有限公司与武

汉梅曼公司合并后，成为咸宁激光行业第
一家，打开了咸宁激光产业的大门，并创
造了中国激光行业的四个第一。

在咸宁高新区，该公司投资3000万
元，租赁湖北省地震局中震仪器公司
3000平方米厂房，生产激光切割机、机器
人切割机等设备，仍沿用“梅曼”品牌。

公司有500瓦、600瓦、1000瓦光纤
激光器生产线2条；拥有1000瓦、2000
瓦、3000瓦、4000瓦碟片固体激光器技

术。与华中科技大学激光加工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合作，
并建立了相应的研发基地。

公司创造了中国激光行业的四个第
一：第一个量产500瓦～1000瓦光纤激光
器的企业；第一个拥有碟片激光器技术的
企业；第一个推出双轴驱动光纤激光器切
割机，并广泛被激光企业行业应用，并至今
保持产品可靠性及高性价比的优质口碑；
第一个用最短的时间（一年内）从研发到产
业化，并实现1000万元产值的企业。

一束激光科技（咸宁）有限公司短期
内取得这样骄人的业绩，源于武汉梅曼公
司的技术转让。“梅曼”品牌的光纤激光切
割机，代表激光行业参加了国家科技部
20周年成果展，“梅曼”已经成为中国激
光行业一颗耀眼的新星。

“激光切割机可切割碳钢、不锈钢等
金属。”何国柱拿起切割后的产品模型说，
这些都是根据客户的图纸来切割的，产品
可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储柜、广告牌、门
窗艺术品、灯饰行业等。咸宁已有3家公

司购买了激光切割机，下个月还有一台机
器人切割机交给用户。

激光设备属于高端制造行业，技术门
槛高，资金投入大。针对部分咸宁客户买
不起激光切割机，一束激光科技（咸宁）有
限公司开展了设备租赁和来料加工业务，
服务咸宁企业，帮客户切割一米铝板、铁
板、不锈钢板只收一元钱。

至目前，全国有200多家客户使用梅
曼品牌的激光设备，设备价格在50万至
200万元之间。一束激光科技（咸宁）有
限公司年创产值1000万元，税收50万
元。去年12月，该公司荣获咸宁市第二
届“香城杯”创业创新大赛二等奖。

一束激光科技（咸宁）有限公司位
于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青龙路11
号，是一家从事激光设备的研发、生
产、销售、技术服务和激光设备租赁的
高新技术企业。

该公司是光纤激光切割机、光纤
激光切管机、三维机器人光纤激光切
割机、三维机器人光纤激光焊接机的
主要生产基地。

一束激光是激光行业的新生力
量，也是一股有思想、有使命感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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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财有道

市财政局邀请市委党校教授讲课

推进“两学一做”制度化
本报讯 通讯员陈光美报道：4月28日，

市财政局邀请市委党校副校长张召华教授，
为全局党员干部解读中央“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相关精神。

张召华教授从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学习内容、“四个合
格”、查找问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三会一
课”基本制度、推动工作落实等八个方面，深
入浅出地解读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的重大意义和目标要求，使全局党员
干部深受启发，为进一步推进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庞军雄、黄长松报
道：“今天，市国税局、地税局的局长联手
协调我公司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困难
性减免问题，真是让人感到意外又欣
慰！”4月12日，市国税局局长彭洪斌、市
地税局局长任伟带队来到咸宁喜马拉雅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税企沙龙”大
走访后，该公司总经理激动地说。

咸宁喜马拉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
我市一家专门从事LED照明、LED显示
屏等生产加工的公司。由于原有生产线
锐减，该公司转型投资新能源产业，所有
工作还处于前期投资研发阶段，投入大、
产出小，企业账面亏损严重，于是现场向
税务机关提出申请享受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困难性减免政策。

得知这一情况后，在场的市国税局、
地税局业务骨干为咸宁喜马拉雅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讲政策，寻依据，一次性告知
该企业准备相应资料，前往办税大厅申
请办理。主管税务机关开辟绿色通道，

在1个工作日内对该企业进行现场调查，
并协调其他相关部门在最短时间内帮助
企业解决问题。

“税企沙龙”大走访，是市国税局、地
税局联手开展第26个全国税收宣传月
活动，深化市委、市政府“抓项目、抓投
资、抓招商、优环境”工作的一项重要举
措。活动开展以来，市国地税两位局长
联手，答复企业遇到的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困难性减免、土地增值税加计扣除、个
人所得税全员全额申报、出口退税等涉
税问题7个，为纳税人送去税收政策“大
礼包”20多份。

市国税地税局长联手解难题

财经视窗

打开咸宁激光产业大门
——记一束激光科技（咸宁）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国柱

图/文 记者 江世栋 通讯员 李炯

何国柱（左二）在调试机器人激光切割机

中等身材，白衬衫，黑框眼镜，5月2
日，记者一见到一束激光科技（咸宁）有限
公司总经理何国柱，就感觉到了他的儒商
气质。

今年35岁的何国柱，咸安区桂花镇
花园村人，200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光信
息科学与技术专业，这是一个与激光产业
对口的专业。大学四年，何国柱打下了扎
实的专业基础。

大学毕业后，何国柱到深圳昊天科技
公司上班，这是一家半导体高端企业，生
产光学和电源设备。何国柱从采购原材
料开始，转型到技术部学习两年，然后到

工程部、生产部做管理工作。8年里，何
国柱学到了工业电源开发生产技术，也学
习了很多关于激光的前端知识。

昊天科技公司是清华大学产学研合
作基地、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项目合作
基地。清华大学与昊天科技公司合作开
发蓝光光路设计和世际光盘，何国柱与清
华大学的博士团队一起，参与了世际光盘
的研发。普通光盘存储信息只能保存10
年，而世际光盘可以存储信息100年，并
且存储信息量更大，达到1T（1000G）的
容量，广泛用于国家、各级政府资料库的
存储。同时，何国柱还带领哈尔滨工业大

学的3个研究生，共同研究电源设备的开
发和生产。

2010年，昊天科技公司派何国柱到
印尼分厂担任总经理，考虑到自己还没成
家，他没去。他继续在公司生产部工作，
参与开发生产激光刻录母盘设备。

2013年，何国柱离开昊天公司去武
汉梅曼公司做销售，主要在深圳一带销售
激光设备。由于销售中建立了广泛的客
户资源，2014年，何国柱创办了一束激光
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任总经理，代理销
售梅曼公司的激光设备，也销售全国同行
的激光切割机，年销售额过千万元。同

年，何国柱还成立了中俄芯科（香港）科技
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做激光设备的服务
贸易，年销售激光切割机上十台、电源设
备上万台，年销售额2000万元。

代理销售武汉梅曼的激光设备一年
多来，何国柱总觉得代卖的主导权在别人
手上，要有一个自己的实体才行，自己生
产激光设备！而且，何国柱有一种家乡情
结，想把激光高科技带回家乡咸宁发展，
做激光高端设备制造。

机会来了，去年初，市科技局与何
国柱达成招商协议，在咸宁高新区成立
一束激光科技（咸宁）有限公司。4月，一
束激光科技（咸宁）有限公司与武汉梅曼
公司合并，何国柱任总经理，并正式投
产。

担任3家公司的总经理

私房蛋糕微店老板蒋锐

健康无添加
记者 朱亚平

将事先打好
的动物奶油均匀
抹在转台的蛋糕
胚上，再将动物奶
油装袋，准备裱花
……3日晚上，记
者来到温泉一号
桥微商蒋锐的家
中，她正在制作一
款叮当猫的水果
蛋糕。

今年26岁的
蒋锐早早成了家，
因为两个孩子无
人照顾，她便成了
家里的全职妈妈。

蒋锐介绍，平
时她的空闲时间
多，孩子睡了，就将心思都放在美食研究上。她不仅每
天为孩子们准备精美的三餐，还上网学习制作甜品和
小点心，渐渐地喜欢上了烘焙。

蒋锐有一个朋友是蛋糕师，在朋友的推荐下，她先
后看了不少烘焙蛋糕的书籍，一下子被书中的“健康无
添加”知识吸引住了。

“当了妈妈后，我便觉得，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
要。我做蛋糕，也都采用健康无添加的理念。”蒋锐介
绍。

去年春，蒋锐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自己为儿子试
做的卡通生日蛋照，获得了很多朋友的点赞，有的还找
她私聊，要订她的蛋糕。就这样，蒋锐开始频繁接受订
单。

一年多来，蒋锐共做了400多个生日蛋糕。这些
蛋糕，大多都是孩子们熟睡以后，蒋锐再完成的，忙不
过来时，家里人也会给她打下手。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订你做的蛋糕？”记者问到这
个问题时，蒋锐笑了笑，很自信地说：

她做的蛋糕是健康无添加的。她做的蛋糕只有鸡
蛋、牛奶、糖、面粉、动物奶油，没有任何添加剂。鸡蛋
都是从乡下买来的绿色鸡蛋，其他原料都是采用最好
的。吃起来口感很好。

她做的蛋糕款式非常新颖好看。她关注现在娱乐
界的动态，看最新的影视资讯，研究怎么把看到的流行
元素用到蛋糕的款式上来。例如，电影里叮当猫、白雪
公主等动物头像，顾客的好评率很高。

“时间自由，又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
我梦想的生活方式。”蒋锐说，她仍然坚持在家里白天
照顾孩子，晚上做私房蛋糕。她的微店生意还不错，但
因为一个人经营，她每天最多只接3个单。

蒋锐心语：健康无添加、款式新颖好看的蛋糕，当
然受欢迎。

家住咸安桂花城的柯佳，是一名35岁
的职业女性。她有五年的理财史，每每谈
起理财，她都极力推荐“三分之一”理财法。

何为“三分之一”理财法？就是将工
资分三份来管理，包括生活费方面、储蓄
方面、投资理财方面。

3日，柯佳为记者讲述了她具体操作
“三分之一”的方式。

首先，每个月固定拿出收入的三分之
一支付生活费，这部分钱可用于吃穿住
行，买生活用品、请客吃饭等事项。这些
是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满足最
基本的生活物质需求。这部分钱由于需

要及时使用，她一般放在支付宝等电子账
户中，能随用随取，还有微薄的收入，何乐
而不为？

其次，给自己定个储蓄计划。每个月
定期定额存收入三分之一的钱到银行，让
自己养成爱储蓄的好习惯，积少成多。五
年来，她已积攒了一笔不少的数目。

柯佳介绍，她采用十二存单法，每个
月固定存入一笔钱，这样一年下来就有12
张存单，便于资金支取。“储蓄一定要持之
以恒。”柯佳说，否则就前功尽弃。

第三，把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买投资
理财产品，让自己有限的资金获得最大的

增值。柯佳说，她的风险承受能力弱，因
此，她购买的都是一些固定收益类的理财
产品，如银行理财产品、货币基金品等。

她购买了一些P2P固定收益类产品，
每月定投，年化收益率6.8%，若每月投资
2000元，年末可以获得884元的利息，比
银行活期存款划算多了。

多年来，柯佳购买了多项理财产品，
有经验也有教训。她认为，要弄清楚理财
与普通储蓄的根本区别在于：投入款项后
不到期限是不准提前提取的，它与储蓄、
股票、债券的性质都不相同。各种理财产
品的项目也不同，期限、金额、年化预期率

也各不相同，当然风险指数就更不相同，
有高风险、低风险、保本息等不同类别。
几年前，她曾买过一次基金类的产品，光
图高利率和能赎回的便利了，结果与股市
一样，风险比较大，不到半年一落再落，忍
痛割爱赎回后，亏了三分之二。

“理财时一定要做好投资规划。坚持
记账，持之以恒，只要做到了这点，你就能
获得属于自己的一份理财收益。”柯佳说。

“三分之一”理财法
记者 马丽

护肤品店主万琪

售后有服务
记者 陈希子

3日，记者来
到 咸 安 鱼 水 路

“丽人美妆”护肤
品店，细雨濛濛
的夜空，窗明几
净的店面，空气
中飘着好听的爵
士乐，采访就在
这样闲适的氛围
中开始了。

41岁的万琪
脸上挂着腼腆的
笑容，显得很有亲
和力。“一直想开
家属于自己的店，
餐厅、咖啡屋、发
廊、服装店等等都想过，心里没把握。”万琪说，她曾花
了一个月时间，到处寻找创业机会。她注意到，咸安鱼
水路是商业街，每天都能看到很多年轻女孩子逛街的
身影，于是决定开个护肤品店。

护肤品都是直接擦脸上的，质量如果有问题，经营
就难以维系。为了保证货源可靠，万琪会筛选产品种
类丰富、证书齐全、管理比较正规的进货商或者代理厂
家。为了保险起见，首次开业时，万琪只进了一些常规
的护肤品，总价值也不高，避免囤货亏损。

2015年，万琪的护肤品店终于开张了，可是每天
只有零零星星的顾客。为了宣传店面，万琪打印了产
品目录及价格宣传单，雇了临时兼职人员在附近商场
门口散发，还在微博、QQ、微信朋友圈里大力吆喝自
己的产品。

随着店面知名度的扩大，万琪的顾客群逐渐多了
起来。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万琪得呆在店里12
个小时，虽然很辛苦，但看着很多顾客来买东西，心情
特别舒畅。从无人问津到慢慢获得收益，万琪的心安
稳了许多。

顾客们前来购物，万琪会提供免费的修眉、外加1
元钱还可享受化妆服务。另外，针对回头客，万琪还坚
持攒积分、兑商品等活动。“比如100点积分相当于5
元钱，可以兑换面膜、洗发水小样、化妆棉等等，这会稳
定老会员、吸引新顾客入会。”万琪介绍说。

“每位光顾的客人，不管对方是否消费，我都会向
他们介绍办会员卡的好处。”万琪颇有心得地分享自己
的生意经：正是凭借做好售后服务和不断完善会员制
度，她的护肤品店开业以来，已成功发展了近千名会
员。

万琪心语：开实体护肤品店没有捷径可走，要踏实
做好售后服务。发展会员制度，也有助于拓宽消费市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