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 、上海 、天津 、杭州 、金华 、宁波 、福州 、南京 、济南 、武汉 、西安 、成都 、郑州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广州 、南昌 、重庆 、合肥 、兰州 、银川 、昆明 、南宁 、沈阳 、长春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海口 、拉萨 、西宁 、青岛 、喀什 、无锡 、徐州 、台州

2019 年 8 月 15 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陈琰泽

每日焦点

新华社宁波 8 月 14 日电(记者屈凌燕、王
敏、方问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市进出
口贸易总值达 4327 . 2 亿元，同比增长 7 . 4%，
增速跑赢全国 3 . 5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增
长 8%，进口额增长 6 . 5%，增速均高于全国、全
省平均增幅。

水到中流浪更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
境，宁波，这个向海而生、经济外向度和出口依
存度分别达 79 . 8%、51 . 7% 的对外开放大市，
闯出一片新天地。

稳中向好：外贸大市寻找新优势

7 月 18 日，宁波舟山港迎来最大批次滚装
汽车出口，共计 3449 辆汽车通过滚装船出口至
马来西亚。

自年初开通首条外贸滚装航线以来，宁波
舟山港已完成外贸滚装汽车出口 12 批次，发送
商品汽车 27902 辆。在全球汽车销量低迷的情
况下，宁波舟山港依托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
合试验区发展机遇，内外贸滚装汽车业务增长
迅猛。

宁波是典型开放型城市，2018 年全市外贸
产业关联度超过 60%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
倍。面对外需整体不振，宁波市外贸结构进一步
优化、动力转换有所加快、质量效益稳步提高，
为外贸企稳打下了基础。

宁波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宁波出口产品
结构加快调整，有效提升附加值。技术含量更
高、附加值更高的机电产品出口 1540 . 9 亿元，
增长 8 . 2%，出口总值超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
品一倍。服务外包执行金额 185 . 41 亿元，同比
增长 10 . 35%，其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
额 95 . 65 亿元，同比增长 19 . 89%。

市场多元化取得了积极进展。上半年“一带
一路”市场表现持续抢眼。宁波市对俄罗斯和巴
西进出口额增长明显，分别增长 39 .1% 和 22%；
对中东欧 17 国进出口额 135 亿元，增长 7 . 8%；
对东盟进出口额达 449 .2 亿元，增长 20 .3%。

新业态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动力。今年上半
年，全市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 89 . 8 亿元，同比
增长 38 . 4%。全国累计 1160 万人次从宁波购
买了跨境进口商品。

布局产业链：扩大开放新能级

记者走访宁波外贸企业发现，宁波外贸的
韧性强劲、底气充足，来自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
胸襟、融入世界产业链的眼光和布局。

———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宁
波抓紧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和中国
-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打造了梅山保
税港区、宁波杭州湾新区等一系列形态完备、功
能丰富的高能级开放平台。宁波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投资总量占比超过 20%；随着“17+
1”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深入推进，与中东欧国
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 鼓励科创进一步激发隐形冠军市场竞
争力。在船舶、核电等领域的建设中，密封件属
于关键“小零件”，曾被国外公司垄断达半个世
纪。今年 1 月 8 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参与的“高精度高强
度中厚板结构件复合精冲成形技术与装备”项
目，荣获 2018 年度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

像这样的国字号制造业隐形冠军，宁波已
有 28 个，它们代表了所在领域科技研发的尖端
力量。宁波鼓励更多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关注
并参与到关键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之中，提高城
市的核心竞争力。

———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增强。均胜
公司通过海外并购转型升级，海外销售收入占
比超七成。申洲、百隆东方、公牛等一批传统企
业也通过增设海外生产基地和海外仓、对接上
游供应商等方式，主动重构生产链、供应链、物
流链，带动产业提质增效。宁波民营经济发达，
“走出去”的民间资本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
(地区)，实际对外投资超百亿美元。

宁波速度：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和创新平台

2019 年 1 月，中意宁波生态园成功下线第
一台吉利汽车。

“汽车工厂的建设周期一般是 3 年至 4 年，

我们两年不到就建成了。”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李伟平欣喜地说。这个占地面积约
1174 亩、投资超百亿元的规划年产能 30 万辆
乘用车项目，因为“宁波速度”赢得了一年时间。

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
争，宁波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着力营造最优
的营商环境。宁波对标世界银行标准，密集出台
了降本减负、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80 条等精准措
施，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
化的营商环境。

2018 年，在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质量指数排
名中，宁波位居第 8，项目审批效率居副省级以
上城市首位。

为了增强产业创新平台源头供给能力，宁

波将引资和引智相结合，2018 年共新引进海
内外全职院士 9 名，其中甬籍院士全职回归
3 名，柔性引进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都实现了
翻番增长，人才净流入率跃居全国第二。同
时，引进一批高校研究院，新建各级创新中
心、研发中心上百家，成为助推宁波实现新旧
动能转换的强劲引擎。

7 月 9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
立宁波前湾新区的批复》正式发布。前湾新区

规划控制总面积 604 平方公里，空间范围包
括现宁波杭州湾产业集聚区，以及与其接壤
的余姚片区和慈溪片区。

风从东方来。
对标上海“前滩”、深圳“前海”，根据浙江

省大湾区建设的安排，宁波正迈出前湾新区
建设的第一步，搭起对接长三角一体化的
“前沿阵地”。宁波新一轮高质量发展，正积
能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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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海有时内敛深沉，却积蓄强大力量

小与大，在不少宁波企业家看来，这二者蕴含着深刻
的哲学道理。

从最初的小轴承，到微型轴承，再到薄壁微型轴承，
甬微集团董事长庄希平一次次将产品做小，但市场份额
却不断扩大。“之所以叫‘甬微’，是因为我们立志于做到别
人难以达到的精细程度。”

近 30 年，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铭始终与一支圆珠笔
打交道。近些年，贝发更聚焦仅有 0 . 3至 0 . 4 毫米的圆珠
笔头，攻坚高温、高原、高湿环境中容易漏墨问题，新成果
以“元首笔”亮相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未来市场广阔。

“我这个人比较笨，只知道这个零件怎么做。”宁波中
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岑国建 8 年累计投
入 2 . 2 亿元，研发工业机器人上的减速器，十年磨一剑，
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宽。

曾有一位新闻记者将宁波比喻成一名闷声不响、踏
实苦学的“理工男”，不少宁波企业家正有这样的气质。

尽管博洋集团旗下企业已有 30 多家，其中有些地处
繁华地段，但董事长戎巨川依然选择在最老的厂区办公，

办公设备简单得只有一张桌子、一台电脑，而且是与 3 个
人同在一个房间。

被称为中国家纺第一品牌的创始人，戎巨川在行业
以“专注”著称。然而“专注”得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换过
的他，却一次次果断涉足金融、投资、商业、旅游等产业。

什么是专注？
“专注需要发散思维，发散思维需要专注！”戎巨川

说。
一件家纺、一件服装背后，有原料、设计、生产等环

节，而单就设计又有平面设计、立体设计等等。
“为专注一个点，恰恰需要发散很多面。”在戎巨川看

来，家纺、服装等都是“美好生活产业”。适应人民群众个
性化、重品质、喜体验等消费需求，“更加需要一种多元化
中的专业化”。

专注，是一种选择与态度，也是一种能力与智慧。

从外公开办的家庭式手摇针织机作坊，到今天自己
经营的现代化电脑针织机企业，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孙平范一家三代没有离开过纺织业。

这个跨越百年的传承中，国内针织机行业经历了大
浪淘沙，为什么慈星做到了全球电脑针织横机市场份额
第一？

孙平范回忆：外公因为发现一个零件没有做好，一晚
上都没有睡觉而在赶工；父亲在很早就树立理念，不仅为
客户提供产品，还要提供服务。

从手摇机到电脑机的换代过程，让孙平范刻骨铭心。
当时国际上一些先进的电脑机技术已经成熟，对于一直
制造手摇机的慈星来讲，制造电脑机相当于要从生产自
行车变成生产汽车。

因为客户的需求，孙平范花了上千万元，从一些国外
先进企业购买了电脑机零件，组装生产。刚开始，技术跟
不上，机器根本无法正常使用。

“那段时间头发不是一根一根掉，而是一片片掉。”
要让客户满意，必须攻破技术难关，孙平范带领慈星

咬紧牙关搞研发，最终取得突破，为客户送去了拥有知识
产权的机器。

“正是不断对接客户需求，对技术极致追求，让我们
有能力专注于这个领域。”

(三)大海之大，在于包容，在于开放

把针织行业做成全国第一，申洲针织有限公司董事
长马建荣一度最关心的却是——— 馒头。

走进申洲宁波的工厂，会震撼于为 3 万名员工提供
午餐的全自动中央厨房。马建荣为此投资近 1 亿元，其中
一台自动馒头机一天能做出 1 万个馒头。整个厨房自动
化运行，只需 80 名工作人员。

不仅关心员工的吃，还关心他们的住和行：单身宿舍
的床垫要躺着舒服，还要能立起来，让员工靠着看手机也
舒服；每年员工春节返乡，马建荣常花上千万元包几百辆
车送行。申洲员工返工率每年超过 95% ，在行业极其罕见。

“体面劳动，尊严生活”——— 在申洲总部一进门的地
方，这 8 个字格外显眼。

马建荣一再谈及，一位澳大利亚同行在越南开办的
工厂让他钦佩：工厂全部用落地玻璃搭建，自然光可以透
进来，出门就是绿地，员工仿佛在花园中工作。

面朝大海的宁波企业，一诞生就拥有开阔的格局与
胸怀，这不仅体现在对国际规则的理解与掌握，对技术水
平的极致追求，也体现在引进先进的经营经验，以及对员
工人性化的管理理念。

放弃做自己品牌，只做“代工”，申洲选择的这条路曾
被人认为很不合时宜，但依靠着一大批员工的忠诚度，以
及每年巨额研发投入，申洲以“硬核”姿态在世界产业链
上占据核心位置，年利润率极其稳定，成为宁波市值最大
的企业。

大海之大，在于包容。
从重投资工厂到全面拥抱互联网、轻资产做品牌，拿

太平鸟集团董事长张江平的话说，太平鸟已从一家传统
商务男装企业，转变为快时尚集团。

从镇办企业的小学徒到县办服装企业的员工，从摆
地摊贩卖服装到租店面，再到自己开工厂推销服装，张江
平的一路很不平坦。今年 52 岁的他穿着时尚，喜欢打碟
玩电音，充满年轻的气息。

“年轻、时尚、快乐，这是企业所有的出发点。”
太平鸟总是保持对最新事物的开放思维。最早开始

做服装领域跨界、IP ；最早尝试开设品牌集合店；最早尝
试快闪发布、智慧供应链，太平鸟为消费者提供着最新的
“体验”。

“至少五年要转型一次，了解受众、抓住客户。”张江
平希望太平鸟做一个逆生长的品牌。

员工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的太平鸟，正展翅飞向更加
辽阔的大海。

逐浪前行，潮汐拍岸。
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坦言，科技发展一日千里，

“我们与高科技企业比较，尚有非常大的距离”。
海天集团董事长张静章正对标欧洲一家业内最先进

的企业，因为“我们现在技术还不是最好”。
申洲董事长马建荣谈得最多的是智能制造，“我们要

一点一点去进化”，下半年新的智慧工厂研究中心将成
立……

潮涌三江，送风远方。
这里是宁波，向东是大海。

(记者秦杰、何玲玲、方益波、何雨欣、
张辛欣、李坤晟、魏董华、吴帅帅)

新华社宁波 8 月 14 日电

向东是大海

66 月月 88 日日，，在在浙浙江江宁宁波波举举行行的的首首届届中中
国国--中中东东欧欧国国家家博博览览会会上上，，参参展展商商在在展展示示
55GG 无无人人清清扫扫车车。。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翁翁忻忻旸旸摄摄

在宁波采访的第四天，绵绵细雨降临。

我们来到位于北仑区的海天集团，首先
参观了面积超过 20 万平方米、亚洲目前最大
的单体车间。

偌大车间里，无数大型制造设备自动化
作业，大型构件在自动传输。

注塑机，为塑料注射成型的大型精密机械
设备。作为世界最大的注塑机生产商，海天集
团将产品从附近的北仑港出口到世界 140 多
个国家和地区，而北仑港所属的宁波舟山港已
连续 10 年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

在这样的阴雨天，近距离接触大型精密
的工业机器，驻足于北仑港动辄几十万吨级
巨轮前，不禁让人心生感叹，似乎些许感触到
了工业文明的厚重与灿烂。

宁波，向海而生。

生长于这里的人，见过无边的广阔，见过
滔天的巨浪，也见过不惊的波澜，涉狂澜若通
衢。海洋文化和中国南方农耕文化在此交汇，
自古读书声与海潮声相伴，又让保守与开放、

大胆与务实的气质共融于这座城市。

这些气质也贯穿于宁波制造业的发展。

宁波是可以找到中国制造业“先声”的地
方，一批实业家，在“五口通商”屈辱中打开国
门，也最早历经与国际大鳄竞争的洗礼，在潮
起浪涌中深深领悟着技艺与信誉的力量，并以
“一根火柴擦亮中国”的韧性参与掀起国货潮。

百年过往，再看宁波，这里仍然在坚守实
业，耐人寻味。

宁波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硬核”之城，制
造业始终占据核心地位。更有不少企业家隐
于角落，甘于寂寞，埋头深耕某个单项领域的
深奥技艺，最终成为“海底的巨鲸”，在“无法
替代”中迎接一次又一次惊涛骇浪。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企业与中国改革开放共成长，不断大胆
探索的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常将奶奶
教他的一句话挂在嘴边：“要重里子，而不是
面子”；

位居全球电脑针织横机市场份额第一，
宁波慈星股份董事长孙平范谈起对事业的感
情，总会提起妈妈 9 岁时就开始在灯下一针
一线地编制手套；

拥有密封件领域核心技术、破解核电站
微量泄漏“世界难题”的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
董事长励行根，用拧螺丝来比喻做事情，“要
拧就要拧到底”。

征程是大海，脚下是大地。

勇于面朝大海闯天下，却是一丝不苟闯
天下；敢于在风浪中冒险，却不做无谓的冒
险；善于在市场大潮中打拼，却始终是遵守规
则的打拼，宁波企业家用一种“阿拉宁波人”

的方式追风逐浪。
“面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您

怎么打算的？”参观完海天集团的车间，我们
采访了董事长张静章。

他细数企业的应对：通过全球布局分散
影响，在技术和服务上继续跟进，巩固已经占
领的市场……

今年 83 岁、用 53 年时间从做一把锄头
起步，“塑”造世界注塑机传奇的张静章说：
“相比我们以前遇到的无数风浪，这次已经不
算什么。”

宁而不寂，波而不怒。
600 多年前，拥有 7000 年历史的这个地

方，取名宁波，寓意“海定则波宁”。
(记者何雨欣、屈凌燕)

新华社宁波 8 月 14 日电

宁波 波宁
■记者手记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4 日电(记者吉宁、程
思琪、侠克)走进北京、上海等地商场超市的柜
台，电动牙刷各式各样，标价从几百到上千、品
牌从国内到海外……昔日价格不菲的电动牙
刷，如今受到许多人追捧，成为潮品。

销量快速增长，企业跑马圈地

家住在上海的陆女士，今年年初改变了 20
多年使用手动牙刷的习惯，通过电商平台购买
了第一个电动牙刷。

“虽然价格要 600 多块钱，但是用了以后，
感觉比普通牙刷好用，很多死角都能刷到，出差
我都带着。”目前，陆女士正在带动全办公室的
同事使用电动牙刷。

陆女士的情况不是个例。根据《 2018 家电
网购分析报告》，2018 年电动牙刷的产品零售
额比 2017 年增长了八成。根据天猫数据显示，
仅电动牙刷一项，在今年“618”开场第一分钟
就卖掉 1 万多支，16 小时销量突破 40 万支。

市场需求的爆发、现象级的增长态势，促使
各路资本急速涌入。记者在某企业信息查询平
台搜索发现，涉及电动牙刷的企业数据已经超
过 1500 条。

小米生态链产品总监陈涛说：“电动牙刷产
业正在成为消费市场的新蓝海，巨大的市场空
间刺激了众多品牌商发力，保守估计上半年就
有上百个新品牌出现。”

市场增长潜力可期，发展面临

多重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电动牙刷市场需求量和消
费力度的增长，离不开消费升级、个人口腔护理
意识提升、网络营销等因素的影响。第三方数据
显示，我国目前电动牙刷的市场渗透率不到
10% ，相较于欧美国家 30% 至 40% 的渗透率，

拥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智研咨询在相关报告里
预计，到 2020 年，我国电动牙刷的市场规模将
达 500 亿元。

虽然发展势头较快，但记者调查发现，口腔
医学专家对电动牙刷宣传的功效分歧颇多，而

产业发展中也存在诸多问题。
有的口腔医学专家认为，如果刷牙方法

正确，电动牙刷与传统牙刷的清洁效果没有
太大差别，且目前我国电动牙刷市场还处于
发展初级阶段，对于牙体牙髓是否有影响还
有待观察。也有专家表示，电动牙刷确实可以
提高刷牙效率，改善口腔环境。

进入高速成长期，国内电动牙刷市场的
各种问题进一步凸显。

飞利浦大中华区相关业务负责人潘文娴
表示，一把合格的电动牙刷必须通过各类质量
测试，“现在很多企业明显不具备这个能力。”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部分品牌的电动牙
刷由代工厂生产，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也不

具备涉及电动牙刷的电机、抗菌工艺、植毛工
艺等技术水准。“换个 logo 就是新品牌。”一
位业内人士说。

为了推动销量，一些厂家、明星、网红通
过网络平台，以好物分享、体验等形式夸大宣
传，吸引粉丝及消费者进行消费效仿，引发数
据造假、水军泛滥等现象。

制定严格技术标准，推动产

业良性发展

受访专家表示，目前电动牙刷产业处在
成长期，随着市场饱和度提升和用户产品辨
识度的深化，一部分品牌会陆续退场。

陈涛认为，实力较强的企业、协会组织应
动员起来，提高优质产品的出货量，迅速向三
四线城市下沉，挤压劣质产品的生存空间。

一些受访企业的负责人建议，有关部门、

协会组织应该尽快推动制定电动牙刷行业的
技术标准，对产品的类型、性能、规格、质量、
所用原材料、工艺装备和检验方法等统一标
准，明确归口监管部门及管理范围，提高行业
准入门槛。

针对电动牙刷网络营销乱象，中国政法
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市场
监管、互联网管理和网络平台等方面，应建立
网络营销主体的注册登记制度与相应的举
报、警示、黑名单等监督惩罚机制。

半天卖出几十万支，厂家蜂拥抢占地盘

电动牙刷成为消费市场新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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