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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三江汇合，海浪逐天。逐水而生，因
港而兴———

这里曾鼓荡着百年中国制造的先
声，飞扬着实业兴邦的家国梦想；

这里是当今中国制造业重要基地，
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
冠军……

并非没有惊涛骇浪，但却始终安若
泰山，一如 600 年前得名———

海定则波宁。

“走遍天下，勿如宁波江厦”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这

边风景独好

宁波舟山港，一望无际的海岸线，镇
海炼化的厂区雄峙在蓝天之下。

经过 40 多年的建设，曾经的海涂地
上矗立起原油年加工能力超 2300 万吨
的中国最大炼化一体化企业，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炼油竞争力一直稳居亚太地区
炼厂第一组群。

宁波，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点，也
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基点。

天高海阔，腾踊澎湃。宁波有着坚实
内核力量———

雄踞东方大港，第二产业比重达到
51 . 3%，成为中国南方唯一的第二产业
占比超过第三产业的副省级城市。

除了临港工业，还有汽车、纺织、家
电等产业，一个港口城市为什么会形成
门类齐全、产业集群较为完备的现代工
业体系？

除了雅戈尔、方太厨具等，还有一大
批从事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的生产
企业，孕育了数量可观的单项冠军，秘诀
何在？

在宁波，有种“奇怪”现象——— 企业家
都立志成为“行业第一”，建设百年企业。

记者走进宁波服饰纺织业巨头申洲
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染色车间，遍
布先进机器，鲜见操作工人，更看不到各
色染料。纺织印染，这里不再有传统“大
染缸”。

申洲国际目前股市市值超过 1500
亿元，凭借雄厚实力，完全可以在高回报
的资本市场呼风唤雨，为什么坚决不做？

申洲国际董事长马建荣对此轻描淡
写：做好一件事，就很不错了。他用儿时
的经历做比喻：“那时候冬天奶奶腌的咸
菜是全村庄里最好吃的，很多人都来
吃。”

大道至简。
得益于“专注”，申洲国际在风浪中

搏击壮大：全球最大纵向一体化服装制
造商，沪深两市及港股服装板块中国内
地市值最大的纺织服装企业，连续数年
名列中国针织服装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第
一位。

无独有偶。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肆虐时，下

游服装行业出口困难，全球最大的工业
缝纫机旋梭生产企业宁波德鹰也曾想过
转投酒店业，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定金都
下了。

“当时流行多元化发展，但做酒店服
务业不是我们强项。”宁波德鹰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行政副总徐建锋说，“服装业发
展经久不衰，只要做专做精做强，缝纫机
市场永远都有发展的空间，企业也永远
都有生存的空间。”

德鹰最终选择坚持与小小的缝纫机
旋梭“死磕”。如今德鹰的旋梭占到全球
市场份额的 40%，正在建设的智能工厂
将成为全球加工技术最先进的工厂。

扎根实业，精耕细作，这是一种品
质，更是一种定力；

时空穿越，薪火相传，这是一种坚
守，更是一种传承。

宁波市镇海区思源路 255 号，“甬”
字形的“宁波帮博物馆”，叶澄衷、张逸
云、方液仙……实业先锋群星璀璨的故
事云集。

昔日，宁波的商贾们踏上海船，奔赴
上海滩，造出中国最早的火柴，建成最早
的灯泡厂，兴办最早的日用化工厂……
闯出中国工商界赫赫威名的“宁波帮”，
开启了中国制造的先声。

港口，为这座千年之城带来商贾云
集的辉煌。

“跳出三江口，向东是大海”。40 多
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让宁波再次面向
大海敞开胸怀，宁波港也从内河港、河口
港向深水港转型，创造了新的荣光。

临港工业蓬勃兴起，众多宁波企业
瞄准全球市场，形成胸怀天下、向海而生
的气质。

“目前我们 70% 的电池外销，全世
界每 8 节电池里就有 1 节是我们生产
的。”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董事总经
理王剑浩说。

从 7 人小作坊起步，双鹿电池作为
中国第一个电池品牌，65 年来始终瞄准
全世界最先进的目标奋进，1991 年第一
年实现自营出口后就创汇 300 万美元，
出口量即占总产量的 5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今天，步入这个世界第三、亚洲第一

的碱性电池生产基地，看到的是电池自
动化生产线的最高水平：不用开灯、无人
值守的“黑灯”生产线世界领先……

放眼全球，迎来的是角逐寰宇的竞
争。

打开海伦公司的主页面，赫然写着：
“中国琴，中国心。”

一台钢琴 9000 多个零部件，要制造

出一部高品质的钢琴整机产品，不少
国外企业走过上百年时间。

1999 年，德国法兰克福乐器展销
会上，目睹中国钢琴处于全球产业链
低端的尴尬，时任宁波北仑钢琴配套
厂厂长陈海伦深受触动，下决心“制造
出世界一流的钢琴”。

20 年来，从零碎的配件制造，到
主打核心部件，陈海伦和工人步步攻
关，走自己的品牌化道路，发展历程堪
称业界奇迹。

如今，“海伦钢琴”已是在世界钢
琴行业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民族品牌，
全球范围内代理经销海伦公司产品的
琴行超过 800家。

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一路走来，宁波制造，是资源禀赋、

产业自觉，更是梦想接续、使命担当。
今天，盘点这座低调务实的城市

时，会发现其异样的特质：
“冠军”的摇篮———
宁波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 28家，数量居全国城市之首，主
要聚集在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
部件等领域，其中 57 . 1% 的企业主导
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92 . 9% 的

企业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在纳入宁波市级单项冠军企业培

育库的 233家企业中，36家企业主导产
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149家企业主
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制造业单项冠军是中国制造的
中坚力量，是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载体。产量、产值可能不太起眼，但不
少都手握行业话语权和定价权。”宁波
市经信局副局长童鸿根说，“只有单项
冠军越来越多，才能更快实现从制造
向创造转变，最终实现由大变强。”

产业的集群———
慈溪家电、余姚塑料、宁海模具、象

山针织、奉化气动元件、海曙纺织服
装……门类齐全、层次多样且高度密
集、区域特色鲜明，在模具、轴承、液气
密、紧固件等细分领域形成比较优势，
有“中国模具之都”“中国紧固件之都”之
称……

这里拥有 9 个全国唯一的产业基
地称号，形成 8 个超千亿级制造业产业
集群，是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全国最大的石化产业基地和新材料产
业基地、全国四大家电生产基地和三大
服装产业基地之一…… （下转 4 版）

海定波宁看宁波
宁波制造业发展启示录

解 码 宁 波 制 造

▲这是 6 月 12 日拍摄的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

这是 6 月 11 日拍摄的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生产线。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初秋时节，位于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寺滩乡
的数万亩向日葵竞相绽放，让秋日的大地变身美
丽画卷。 新华社记者聂建江摄

葵花绽放
近年来，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围绕少数民族

风情和独特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引导农
牧民实现“绿色”致富。 新华社记者陈斌摄

“绿色”致富

新华社记者任硌、卢宥伊

地处川东深丘腹地的大竹县铜锣
山，郁郁葱葱的茶园中，几个茶农剪刀上
下翻飞，正熟练地修枝除草。50 岁的邓
中成是这片白茶产业基地的劳务小组
长，他和妻子都是附近团坝镇白坝村的
村民，两人不仅在茶园务工，在自家地里
也种了茶。“媳妇和我身体不好，卖不了
力气，改种白茶后，收入慢慢上去了。我
们脱了贫，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 4 万多
元，心里特别踏实。”

九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
泡上一杯大竹白茶，茶汤清浅，白毫

翻卷。引种白茶的业主，四川竹海玉叶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廖红军介
绍，他生在铜锣山里，因为妻子是浙江
人，之前在浙江定居，做些小生意为生。
“第一次到妻子家乡，那里的竹林土壤就
让我觉得很熟悉，小时候在山里放羊，路
边也长满了那样的竹子，连泥巴颜色都
很像。”

当时，白茶产业在江浙一带已经非
常成熟，廖红军妻子家也有不少亲戚是
茶农，当地山地资源吃紧，茶叶供不应

求。
“安吉白茶”品牌响亮、销路畅通，

廖红军想创业种白茶，但又发愁：哪来
的山地种茶呢？

他想起了家乡的苦日子和荒山荒
坡。“我小时候大米都吃不起，很早就
出去讨生活。如果在家乡种白茶，既能
节约成本，也能帮老乡谋一条出路，带
着大家一起致富。”

大竹县是省级贫困县，地处秦巴
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抬头就是山，
种苞谷都连不成片，老乡们纷纷外出
打工，山地撂荒严重。

为了确定大竹县是否适合种白
茶，在大竹县农业农村局的帮助下，廖
红军和农技员一起爬了不少山头，调
查采样。结论出来：大竹与安吉处于同
一纬度，气候、湿度、土壤条件都适宜
种白茶。2010 年，夫妻俩带着第一批
2000 株安吉白茶种苗，一路向西，回
到大竹县团坝镇。

试种很顺利，大竹产的白茶通过
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检
验。“由于海拔差异，大竹白茶口感更
加温和甜爽。”廖红军说。（下转 2 版）

白茶西行记

新华社记者陈俊、姚湜、段续

巍巍长白山，见证着黑
土地上 70 年的沧桑巨变；浩
浩松江水，聆听着时代进步
的强音新曲。

作为工业基地，从新中
国第一辆汽车到领跑全球的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国之重器”从吉林走向世
界；作为科技高地，从新中国
第一台激光器到我国第一颗
商用遥感卫星“吉林一号”，
现代化建设总有“吉林科
技”；作为粮仓重地，从平均
百亿斤产量跃升到稳定在
700 亿斤以上，“吉粮”丰富
着百姓餐桌。

70 年长路漫漫，70 年
砥砺奋进。如今，在新发展理
念引领下，吉林聚焦体制机
制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绿水
青山保护，努力成为创新乐
土、产业高地、生态宝地，开
启全面振兴新征程。

从创业热土到

创新乐土 改革重

塑发展环境

1953 年，林水俊从清华
大学毕业，来到新成立的第
一汽车制造厂。“我以为一汽
应该有巍峨的厂房，然而看
到的只是一片荒地。”林水俊
并没有失望，作为我国第一
座汽车厂的第一批技术员，
他心里充满了自豪。

那一年，一大批“一五”
大项目在吉林开始兴建。在
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白手
起家的创业者们在黑土地上
尽情挥洒青春的汗水。

工人们没见过汽车，拆
掉样车没日没夜地研究零
件，打磨配套；为了赶工期，
大家吃住在车间，日夜连轴
干。吉林大地成为新中国的
一片创业热土。

时光荏苒，随着市场经
济的深入发展，吉林和其他
老工业基地一样，因体制机
制等因素一度陷入困境。中
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使吉林再次迎来发展新机
遇，借助改革，这里正在成为
新的创业乐土。

2018 年，夏志平带着
便携式体外诊断仪项目来
到长春北湖科技园开始创
业。通过一滴血就能迅速检
测出病毒感染强度，这一技
术国内领先。夏志平深切感
受到吉林软环境的变化，这
也是促成项目在吉林落地的重要因素。

夏志平团队不仅“拎包入驻”了现
成的办公室，北湖生物技术公共服务平
台的实验设备也供其使用。公司用一年
多时间就生产出实验室试制产品。

自 2014 年 9 月开园运营以来，北湖
科技园已经吸引各类科技型、双创型企
业 360家。“我们将北京中关村孵化经验
全盘引入，这里就是长春的中关村。”北
湖科技园总经理喻专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吉林省大力推进
制度创新，进行营商环境改革。全省深入
学习借鉴浙江省“最多跑一次”等“放管
服”改革成功经验，印发了《全面推进“只

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
把该下放的权力下放到离
群众、离企业最近的地方。

过去办一件事得查询
各种流程，现在网站上一
目了然；过去办理手续需
要一周，现在到政务大厅
几分钟就可以办好；过去
申报材料需要分部门逐级
申报，现在统一汇总一次
性办理……

企业办事效率迎来
大提速。目前吉林省企
业开办时间由 1 1 天压
缩到 3 个工作日，不动
产登记工作效率排名全
国第二位。

改革也为吉林全面开
放打开了新空间。吉林重
新审视地处东北亚区域中
心的独特地缘特点，在深
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中
定位和发挥自己的区位优
势，向东、向南、向北三个
方向并进。并充分借助长
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的载
体，利用东北亚博览会等
平台，吸引国内外资本“闯
关东”。

近两年来，华为、浪
潮、科大讯飞等一批高科
技企业争相在吉林布局，
德国大众、韩国三星、日
本丰田等国际知名企业
纷纷来吉林洽谈。今年上
半年，吉林省项目到位资
金 1150 . 38 亿元，同比增
长 34 . 55%，企业类市场
主体增长了 14%。

从奠基者到排

头兵 产业蝶变引

领振兴路

翻开尘封的历史档
案，作为老工业基地和
粮食基地，吉林曾经为
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众
多“第一”，奠定了新中国
汽车、化工、轨道客车、
电力、光学仪器的基础，
成为一个有着光荣历史
的奠基者。

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
下，昔日的奠基者，借助产
业升级的新力量，积极推
进汽车智能制造、先进轨
道装备、商用遥感卫星以
及现代农业发展，刮起“数
字吉林”浪潮，促动老工业
基地从“傻大黑粗”向“高
精尖新”跃进，努力成为新
的排头兵。

2015 年 10 月，第一
颗“吉林一号”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升空。2019 年 6 月，第 13 颗“吉林
一号”卫星从海上升空。相较于传统的
500 公斤重的卫星，新发射卫星仅有
40 公斤重，成本也由 1 亿多元下降到
了 800 万元。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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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新华社记者张辛欣、魏董华

在宁波调研期间，记者采访的诸多
实业者身上有着共同的特质——— 质朴、
低调、务实。他们埋头苦干，默默绽放，共
同铺就宁波制造的鲜明底色。

“有大本事干大事，我只会做衣服，
就干脆做到极致”“我不设太大的目标，
成功都是一点一滴磨出来的”“我们想做
百年老店，不图快，但求稳”……不夸夸
其谈，把手头事情做好，是很多宁波实业
者的共同特征。

贝发二十余年钻研圆珠笔尖，天生密
封件近 30 年和一枚垫片“死磕”，公牛将一
个插孔做到极致……几十年专注一个领域

一件事，潜心打磨一项技术——— 众多宁波
企业的共同追求书写了宁波制造的光荣与
梦想。

有人说，做实业，花的是笨功夫，过
的是苦日子。和很多聚光灯下的行业相
比，做实业少有高回报和耀眼的光环，充
其量算是一种“质朴绽放”。然而，恰恰是
这种“质朴绽放”，让人感受到时间的积累
与实践的沉淀，感叹于做实业所应有的
专注与坚持。

今天，快节奏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
流方向。当更多的人追逐鲜花、掌声和
“快速的成功”，专注做好一件事、勤勤恳
恳研究一项技术显得尤为可贵，也尤其
值得尊敬。

致敬“质朴绽放”，就是崇尚朴实生
活的实业品格。

做事就会遇波折。特别是做实业，外
有经济压力，内有转型困难，和高回报行
业相比，短期内并不“吃香”。但没有苦

干、实干，没有对技术的钻研和对创新
的执着，就不可能积淀持久的竞争力。

越是面对复杂的环境和转型压力，越
要多长兴实业的真本事、多练干实事
的硬功夫，越需要营造崇尚实业、尊崇
实干的大环境。

致敬“质朴绽放”，也是礼赞不懈
奋斗的精神。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对社会而
言，奋斗是促进时代前进的动力；对个
人而言，奋斗是实现成长的阶梯。回望
这些取得成就的宁波实业者，无一不
是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吃得了苦头，
守得住寂寞，禁得住诱惑。

今天，科技进步为经济转型带来
巨大空间，社会发展为每个人提供无
限机会。宁波实业者和宁波制造的“质
朴绽放”——— 专注、实干、坚守、奋斗，
依然会给我们持久的感动和深刻的启
迪。 新华社宁波 8 月 13 日电

致 敬“质 朴 绽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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