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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背景：

大连华工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创新”）是致力于创新研发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创立于 2003 年，业务遍及全球多个国家，专注于工业、汽车、电气、消费以及能

源与建筑领域。公司于 2014 年 1 月挂牌新三板，是新三板扩容后首批挂牌企业之一，股票代码：

430615，股票简称：华工创新。华工创新 HGIT 品牌的密封系统、隔热注胶系统以及门窗系

统为客户提供创新有益的解决方案，从而提高他们的产品质量。同时，公司还针对客户的需

求量身定制节能、环保、增效和节约成本的系统自动线，用专业技术服务全球客户。

公司注重产学研结合，不仅与国内知名院校有针对未来发展的科研开发项目，而且还与

多家国际跨国公司有着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

公司及旗下的全资子公司，韩氏化学（大连）有限公司作为世界 500 强企业陶氏化学聚

氨酯隔热项目的战略合作伙伴，共同为建筑的保温、节能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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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顶尖展会，华工创新高调登场

德国汉诺威 EuroBLECH 展是冲压钣金行业

的奥运会，参展商都是这个领域最顶尖的企业，展

示最前沿的产品和技术。

2012 年，来自中国的展商已经有 70 多家，数

量不少，但多是标准摊位，影响力有限。但是这一

年，一家来自中国大连的展商首次亮相堪称大手笔，

展位装修精致，发泡涂胶设备在现场进行各种生产

演示——这是第一次有德国和美国之外的展商现场

展示这种聚氨酯密封设备，而且是中国人自主研发

的设备，加工的效率和质量都非常惊人，前后五天

展位一直人头涌动。

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中国美女满面笑容，讲着

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各国客商对答如流，只有遇到特

别专业的问题，才和身边一位五十多岁的资深技术

专家交流几句。

这位女士就是本文的主角，大连华工创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旭，身边的专家就是她的

父亲韩毅军董事长。不过那个时候，韩旭的身份

还是公司的销售经理。这次参展，也是她说服父

亲携带机器参展，花费了四十多万人民币。

“一开始，我父亲只打算拿样品和样本参

            : 为中国制造正名 

文 | 刘明星、王思杰

大连华工创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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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我的想法是，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就要高调出场，我

们的目标是全球市场，要得到这些客户的信任和认可，就要

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来玩。

机器是我们自己研制，用了我们和德国 Beckhoff 一起

开发的系统，事实证明，这样的高投入是值得的。光东欧、

西亚、南美等地的代理商名片，我们就收了几十张，很多成

为后来的合作伙伴。我们的出口业务一直很好，2016 年，

出口占公司的营业额的 46%。展会结束，展机也被意大利

的一家研究机构买去做实验设备。”

在接受 MFC 记者采访的时候，韩旭说：“我们当时还

是跟在国外的竞争对手后学习和模仿，用价格拼市场，现在

我们在国内有大量的应用积累之后，又有了大量的创新，在

国际项目投标时，价格并不比德国美国同行业低。”

这次展会是华工创新全力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之后频

频在各国的专业展览会露面，代理商出口和直接出口业务都

很兴旺，在国际同类产品中享有盛名。

敏锐捕捉商机，替代进口成就行业冠军

华工创新成立于 2003 年，董事长韩毅军先生当时从事

玻璃工程行业。当时建材行业的门窗已经逐步开始使用聚氨

酯隔热铝型材，减少能源损耗，增加隔热效果，想满足这个

工艺就需要从美国进口一种断桥铝注胶机，价格昂贵，服务

也跟不上。

军人出身，又是化工机械背景的韩毅军从勃勃发展的房

地产行业嗅到巨大的商机，带领五六个弟兄全力研发这款注

胶机。设备造出来后，国内没有注胶原料，从美国直接进

口成本也很高。通过一年的努力，韩毅军终于说服

德国巴斯夫公司在国内生产此款原料，并

在 2007 年连同设备和注胶原料一起推

向市场，获得了巨大成功。

宝马门板密封生产线

参加印度展会

参加德国汉诺威 EuroBLECH 展会

2005 年，常州做灯具的企业

找到韩毅军，说既然你们能做硬泡

的注胶机，软的发泡设备应该也能

做，试试吧。

经过半年研发调试，反复修改

原有机器，华工创新终于生产出胶

条发泡机，在灯具行业又取得了成

功。借由这个机会，华工创新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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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钣金冲压行业，用涂胶密封系统设备为钣金冲压行业解决

了高等级密封的难题。

韩毅军董事长亲自抓技术研发，不断迭代升级，2017

年已经升级到第六代产品，其中聚氨酯涂胶机占到了全国

60% 以上的市场份额。

花木兰留学归来，成功接班，开创行业新进展

在金属板材成形行业中，第一代成功的企业家不乏女强

人，比如亚威的吉素琴、麦斯铁的何丽娜、华俄激光的付俊

等，但是第二代接班人中，女儿亲自接班的寥寥无几，一些

企业还因为没有儿子接班，将企业的控制权易手。

韩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训，二胡、琵琶、钢琴都能演奏，

塑造了优雅的气质，本科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主修金融数

学，选修经济学、心理学，研究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

主修市场营销。毕业后在美国一家知名金融公司担任过金融

分析师，还在加拿大政府担任过公职，业余担任滑雪教练，

完全融入到西方主流的文化里。

和她父亲一样，她有经商天分，在留学期间在加拿大和

美国就寻找商机，开了几家西式餐厅，交给自己的同学和朋

友打理，并让他们和主厨占四成的股份，都开得很成功。

2011 年 4 月，韩旭回国，加入华工创新，父亲让她从

最艰苦的市场销售岗位干起，这样才知道客户和市场是什么

样子的。从国外的金融行业的精英和政府公职人员，到转身

跑市场，韩旭展现她强大的适应能力，完全按照中国的商业

习惯，先交朋友，后谈生意。而酒桌文化是中国商场文化的

最大特点，在以粗狂男性主导的金属加工行业更是如此。从

入行只喝红酒，到酒桌上用白酒打圈，经常和客户一大杯白

酒一口干掉，毫无忸怩之态，这个有蒙古血统的豪爽美女从

气势征服了客户——这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通过走访大量的客户，她对所服务的建材、钣金、汽车

冲压行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很多客户老一辈的创始人白

手起家，很多设备是自制的，融合了大量的土办法，也有用

到了大量的人工来代替机械加工，用贴条代替效果更好的现

场发泡涂胶，这在创业阶段做一些粗加工是可以的。但是企

业做大之后，如果要接触高附加值的客户，那么设备水平，

零部件的美观度、密封性、光滑度、质量的稳定性都有很高

要求，必须需要精密的、自动化的设备来保证。要说服精打

细算一辈子的老板们，这并不容易，必须用实实在在的销售

成绩、成本、收益和潜在机会核算来说服他们。

她很善于通过行业协会和行业活动露面发声，树立品牌

和结交人脉，短时间内整个行业都知道了华工创新和她的存

在，和激光切割机、钣金冲床、模具企业也建立了良好关系，

他们面对共同的客户，形成松散的联盟，为客户提供整体的

方案。

“我做销售能通过我父亲的考核，最应该感谢的是钣

金设备的龙头企业——日本天田公司。2011 年 12 月份，

他们在上海浦东的世博展览馆开了一个该公司的创新大会

（AMADA Innovation fair 2011 in China）。我得到消息，

拉着两箱子样本就过去了。客户从展馆出来了，我就上去发

样本，换名片，介绍我们的产品。女生就是有这点好处，大

部分客户不会生硬拒绝你。我在户外站了三天，最后一天高

烧，都快四十度了，一直坚持到结束，换回一百多张名片，

全是能消费得起 AMADA 设备的优质客户，生病也值了。

在接下几个月回访这一百多家潜在客户，我成功地发展了很

多企业成为华工创新的客户。

但更重要的是，我真正看到了我们的设备为客户创造了

怎样的价值，了解他们的消费习惯、疑虑，以及需求点在哪

里，比如客户集中的地方，培育几家样板客户，开始自动化

的时候，可能效率更低，但是用习惯之后有了效果，高端客

户过来了，同时老板们也不用担心春节之后招不到工人而不

敢接订单，不用担心临近节假日人心涣散而质量下滑，这样

韩旭被评为三八红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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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很快就能传播出去。曾经开始排斥我们的客户，最后要

感谢我们为他们提升了设备水平，让他们的产品有了更大的

竞争力。” 

韩毅军对女儿的销售和市场营销工作非常满意，又陆续

安排她到车间、售后、采购、财务和总助等各个岗位历练。

在这个过程中，她发挥了金融学的优势，协助父亲运作股改，

使企业成为新三板扩容后首批挂牌企业之一。

成为上市公司，好处之一是规划管理经过了律师事务所、

证券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和证券交易所的重重磨炼，企业对

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战略目标等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好处

之二是品牌效应，上市公司本身就是实力的象征，在出口和

大公司投标的过程中优势明显。

经过四年的考核，在 2015 年，韩毅军终于放心地将总

经理的职位全权交给女儿，自己全身心去主抓自己最擅长、

也喜欢的研发工作。

新官上任三把火，业绩和成效克服内部挑战

韩旭虽然通过父亲的考核，但是并没有得到所有员工的

认可，员工一度到了要罢工的地步，这是怎么回事？

“我父亲在 2003 年从创业时的五六个人，一直到

2008 年也不过 15 个人，到 2012 年，已经有了 64 多人，

我接手之后扩张到现在的 130 多人。

创业阶段，都是靠着大家的自觉性和咱们东北人的哥们

情谊支撑企业快速发展。我父亲比较宽容，觉得企业做到今

天很不容易，很多事情做到 80 分就不错了，也没有很严格

的考核制度，今天少做了一点，明天多加会班补回来就行了，

但是人多之后，没有规矩，那么就是一盘散沙。”

韩旭接手华工创新之后，已经有了一整套全盘的考虑，

她盯着并不仅仅是国内的市场，她看重的是更广阔的国际市

场。

“我们必须像国际企业看齐，不是功能达到了就沾沾自

喜，排线布置、外观设计等都也要达到赏心悦目的水平，哪

怕是一个小小的接插件也要设计安装得尽善尽美。这样的严

格要求在工厂内会付出很大的艰辛，但是会大大降低售后的

成本，不会因为小故障给客户造成负面影响，也不会因为频

繁的出差增加人员开销。我们的出口业务比重很大，如果机

器在国外老坏，我们的配件不能及时到达的话，就会伤害客

户利益，动摇代理商的信誉。”

新官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严格执行流程和制度。严格执行内部的

ERP 系统，增加很多限制和考核，比如销售人员业绩考核，

整洁的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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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人员生产规范和交货期考核、设计人员的设计的功能性

和美观性考核、售后人员响应速度等。

这些改革侵犯了很多人的舒适区，大家觉得企业发展蒸

蒸日上，内部氛围也很好，领个小备件都要上系统登记，太

浪费时间了。

为什么要满足你立威的目的而这样瞎折腾？你一个黄毛

丫头，不过是借着父亲的关系成为总经理，企业怎么走到这

一步我们比你更清楚。

一些人明里暗里对抗这些改革，开会刁难，消极怠工以

施加压力。但是得到父亲支持的韩旭顶住了压力，经过一段

时间之后，效果终于体现了：研发迭代和交货期大大加快，

原本五六天才装好的电柜两天左右就能完成，从接受客户合

理反馈，到融入的下一代的升级周期减短；通过定向销售，

销售的目标更明确，执行更有力，产品质量上升，客户满意

度提高，销售工作更有凝聚力和成效，回款更快，从中获得

的职业荣誉感更强等等。

更重要的是，虽然束缚多了，但是品牌影响力更大，成

本控制好了，工作的成就大了，收入也上来了，大家之前的

抵触情绪也就消失了。第一火烧成功了。

第二把火是专注企业的价值链和拓展新兴市场。韩旭相

信专业分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是最节省成本的方式。

华工创新只做最核心的密封系统、喷淋刷胶系统以及门窗系

统业务，把一些加工的零部件外包给更专业的配套商去做，

节省出人力和空间做附加值更高的工作，比如现有设备的智

能化升级、自动上料、自动涂胶、半自动检测等。

目前华工创新的主要客户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两个区域

的销售量差不多，这两个区域已经有一些竞争对手。华工创

新决定放弃过去不惜降价也要抢市场的战略，保持合理的利

润，把机器做精，并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研发，保持持续的

技术优势。

华工创新的大客户部和市场部负责收集客户需求和调

研，进入新的市场，比如手机、消费电子市场，重新树立品

牌和销售渠道，并于 2016 年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

第三把火是完善产业链，成立韩氏化学，为客户创造价

值，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华工创新的发泡密封和注胶设备

要耗费大量的化工材料，仅仅是造设备，很容易被三维逆向

工程模仿，进而被价格竞争拖垮，于是韩旭决心投资耗材，

并且升级核心部件混合器。

2015 年，韩旭创办了韩氏化学（大连）有限公司，与

陶氏化学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发出不同领域的优质

环保的聚氨酯胶水，与华工创新的机器进行了很多创新技术

开发，发泡效果、密封性结合更好，精度更高，胶水的损耗

团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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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最低，比如正在研发的的混合器，能够做胶条的精度为

0.5 ～ 1mm，给零件更小更精密的 3C 行业做密封，目前

这个领域基本都是德国的企业垄断；比如现有的涂胶机使用

一段时间就要清洗，费水费原材料，一公斤聚氨酯 70 元，

一公斤硅胶 400 ～ 500 元，不断清洗和填充，清洗一次几

块甚至几十块就没了，而且对环境造成污染。正在升级的混

合器可以几乎不损耗材料，水也用得很少，符合国家的节能

环保政策。

韩氏化学成立后不久，有竞争力的胶水配合设备推出市

场，快速占领了双组份聚氨酯胶水在汽车、电子、家用电器

等的发泡密封领域市场，以及聚氨酯胶水在门窗隔热、节能

领域的市场，不但巩固了传统市场的优势，在最近两年崛起

的东三省和武汉、长沙中部地区的市场也收获大量新客户。

也正是因为如此，2016 年底陶氏化学向韩式化学（大

连）有限公司颁发了“杰出贡献奖”，表彰后者开拓了新的

市场应用领域，并承诺协助华工创新成为全球在聚氨酯、硅

胶、热熔胶配套设备的领头人。

产学研结合，优化人才队伍

最近两年，华工创新和大连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都签了实习生协议，定期

接收学生到华工创新做科研项目，并第一时间招收其中优秀

的研发人员加盟。目前华工创新的 130 多名员工里，研发

人员超过生产人员，人才队伍稳定增长。

对内部员工，华工创新除了技术培训，更是则外聘管理

沟通类的讲师，对员工的思维模式、工作方法、沟通技巧、

接待礼仪等进行培训，参加各种徒步大赛、拓展训练等团建

活动，增加员工的凝聚力。除了外聘，公司每半年会考试选

拔出成绩优秀的员工，成为内部培训师。

舍得在人才身上投资，这是华工创新在最近几年倍数增

长的真正原因。一年两次，华工创工送技术骨干去欧洲交流

学习，参加国际会议，参观展览会，密切跟踪国际最新行业

和技术动态。

目前，华工创新拥有 ISO9001、CE、SASO 等认证，

并获得超过 100 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接近 30 项。各类设

备产品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受到专利保护。2010 年，

华工创新分别获得国家科技部和大连市颁发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技术创新基金。

做百年制造企业，为中国制造业正名

谈到未来的发展发现，韩旭总经理对 MFC 的记者很激

动地说：

“我一直很不服气的是，为什么提到中国制造，外国客

户首先想到的是要把价格降下来？

华工创新
发展历程

2003年

2006年

成功研发第一台隔热铝型材
注胶机和切桥机。

公司成立并开始对注胶机、
涂胶机等设备的自主研发。

成功研发第一台现场发泡密
封设备（又名涂胶机）。

2009年

2011年

2009年，成功研发第一台配
合六轴机械手的汽车用零部
件涂胶机和单悬臂涂胶机。

公司搬迁到自有厂房。

成功研发高压水清洗涂胶头，为
国内唯一掌握此技术的企业。

成功研发第一套隔热钢型材自动
注胶系统。

成功研发第一台锥形圈及异形碳
纤维条涂胶自动生产线。

2007年

2008年

成功研发第一台防火门专用全
自动涂胶设备（供西班牙客
户）和建筑复合板材自动涂胶
生产线（供加拿大客户）。

成功研发第一台铝型
材开齿机 。

2012年

2013年

成功研发第一台防火门专
用全自动涂胶设备（供西
班牙客户）和建筑复合板
材自动涂胶生产线（供加
拿大客户）。

进行股份制改制。

2014年

2015年

与大连理工大学共同研
发防火隔热喷涂项目。

成为新三板扩容后首批
挂牌企业之一。

2016年

成立上海办事处。

与美国陶氏化学（Dow 
Chemical,世界500强企
业）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成立全资子公司韩氏（化
学）大连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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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被德国制造的神话吓坏了，在很多领域中国也

是领先世界的，比如电子行业，比如无人机、液晶产业、电

商等。我们的华工创新的产品适用范围更广泛，柔性更强，

接受各种客户的反馈升级最丰富，迭代更快，我们的做工也

很精致，我们的服务响应更快，我们的价格为什么不可以和

国际最顶尖的同行竞争呢？

事实上，我们在最近的国际投标中已经这样去做了，拿

下的一些标的，扣除汇率因素，其实价格相差无几，这让我

感觉非常自豪。

我希望华工创新能成为中国制造业的百年企业，我父

亲这一代抓住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

们受过国外教育的这一代，应该让企业向高、精、尖进

一步发展。我们国家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企业也

要顺应大势，在更大的舞台去展现中国企业的风采。” 

正是这份雄心，加上扎扎实实的努力，华工创新在两代企业

家的带领下，逐渐成为国内行业龙头，并在国际上占据一席

之地。

韩旭也收获了来自政府和行业组织的认可：2017 年，

韩旭当选大连市工商联合会第十五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这是一份崇高的荣誉。

韩旭用实力为自己挣得企业内部和市场的双从认可，成

功地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

采访手记

MFC《金属杂志社》团队和韩旭总经

理及其销售、市场人员在国内外多次接触，

整体感觉这个团队年轻、敬业、有冲劲；我

们也在很多的汽车、钣金企业里看到标识着

HGIT 标志的设备在运转，也看到华工创新

以娘子军为主的销售团队四处转战，在各个

展会、会议和客户那里都能看到她们的倩影，

微信朋友圈也充满了奋发向上的正能量。

这两年，微信上对东北投资环境有各种

批评指责，辽宁的整体经济增速也全国偏后。

华工创新为东北制造业进行了正名，给人感

觉更像是一家来自深圳的企业，比如华为、

大族、比亚迪，有活力，有梦想！这样的企

业是中国制造的幸运，韩旭这样的企业家更

是社会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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