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 3日上午，“信
达杯”宁波市青少年

“一带一路”书法大赛颁
奖典礼在宁波博物馆隆
重举行。

本次颁奖典礼现场
宁波各大咖、指导老师
等亲临，为孩子们点
赞。其中包括了宁波市
教育局，宁波都市传媒
有限公司领导，宁波市
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何
业琦，浙江宋城画院副
院长、宁波市书法家协
会对外交流委员会主

任、海曙区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梅则伟，中国书
画家协会会员、中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书
画大赛副主编、画圣吴
道子艺术馆理事郭艺海，
联合国华人友好协会书
画专业委员会副主席、中
国名家书画艺术院首席
书法教师、常务副院长、
国家一级书法师钟贤安，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宁波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鄞州区书法家协会会员
朱先红，浙江省书法家协

会会员、宁波市硬笔书法
家协会理事、鄞州区书法
家协会秘书处成员王中
伟，宁波恩兹教育校长蒋
昕峵，新鸿书院指导老师
金飞燕，宁波三原色艺术
培训中心指导老师史涛，
一墨书法社指导老师刘
莲，月牙树创意儿童指导
老师叶羡，共同见证属于
孩子们的荣耀时刻！

据悉，此次活动的
获奖作品共计100幅于9
月3日至9月10日，在
117艺术中心进行展示。

“一带一路”书法大赛获奖作品于117艺术中心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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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发现越
来越多的国家为了寻求

“一带一路”上的合作机
遇，勇于走出国门参加更
多展会，从全方位接触更
多的客商。

宁波律凯电器有限公
司主打洗衣机、风机等产
品。该公司经理王孝举告
诉记者：“今年，我们还
要去迪拜、伊朗等国家参
展。此外，每年两届的广

交会也不容错过。明年还
打算去越南参加展览。”
通过一年年参加展会，目
前企业的主要客户聚集在
中东国家，上半年主要专
注做洗衣机产品，出口额
达 7000 万元~8000 万元
人民币，相比去年来说形
势大大好转。

宁波市万爱电器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参加

展会是打开市场最直接的
一个方式。“以前我们参
加过巴西的展会，今后如
果有机会还想去下阿尔及
利亚、摩洛哥的展会。”她
说，“通过这些平台，我们
可以在维系住老客户的情
况下，借助新展会开拓全
新的渠道，这对于企业发
展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记 者 劳育聪
通讯员 钱 芳

众中小微企业“走出去”全球参展

除了技术成熟的新
能源汽车平台化产品外，
新颖的48V混合动力系
统也在展示之列，并且是
其首次亮相。这一方案
已成功应用于奔驰旗下
全系列 48V 系统乘用
车。在节能减排、提高
燃油经济性、提高性
能、降低成本等方面，
48V混合动力系统较纯
电动车更具明显优势。

此外，均胜电子还

将展出电动车无线充电
技术解决方案。公司采
用高通芯片开发的无线
充电系统，目前已完成了
其在保时捷概念车型上的
研发。广泛应用于乘用
车、商用车、摩托车、
重型机械和储能领域。

均胜电子是一家全
球化的汽车零部件顶级
供应商。从 2011 年至
今，均胜电子先后收购
了 德 国 PREH、 德 国

IMA、德国QUIN、美
国KSS以及德国TS公
司，实现了技术转型升
级、产业国际化和资本
平台突破三大飞跃。目
前，主营核心业务涵盖
智能驾驶、安全驾驶和
新能源汽车电子等附加
值较高的领域，已经成
为全球汽车电子领域一
股强大的中国力量。

记者 陈旭钦
通讯员 陈阳

均胜电子新型中控台全球首发
属业界最前沿的“黑科技”之一

争取把更多优质产品带到东盟去

宁波中小微企业为什么有如此信心
昨日是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下文简称“东盟博览会”）的第二天。记者

在现场发现，宁波中小企业齐齐亮相吸引了众多东盟国家客商的目光。此次甬家军们
带来了小家电、家居用品、食品加工及包装机械等产品。此行他们想要收获什么？宁
波制造为什么有信心在此次展会中收到意向订单呢？记者在现场采访了多家参展企
业。

在宁波市万爱电器有
限公司的摊位上，记者看
到企业主推的电冰箱、洗
衣机等产品。该公司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企
业来说，获得订单、对接
客户的法宝就是产品本
身。“我们已经专注这个
领域10多年了，生产线比
较完整，机型覆盖面较
广，基本可以满足市场上
的所有需求。用质量说
话，相信一定会有客户青
睐我们的产品。”该负责
人表示，此次，他们公司
带来的产品类目繁多，如

一些特别小、花色特别的
洗衣机等。

与万爱电器一样将产
品质量放在重要位置的企
业还有许多。宁波华勋清
洁机械有限公司业务部经
理戴元杰对公司带来的高
压清洗机产品十分有信
心：“此次带来的是2017
年的新产品。该类产品在
市场上非常少见，所以我
们更要夯实质量，争取把
更多优质的产品带到东盟
国家去。”

据戴元杰介绍，他们
公司每年都会将销售额

的 5%~10%投入第二年
的产品研发中去，未来
随 着 销 售 额 的 逐 步 上
升，对研发的投入会越
来越大。“作为一家产销
一体的企业，我们拥有
专业的工程师团队与设
计师团队，专注于产品研
发，每一件产品的零部件
自产率可达95%以上，从
零部件、整机装配到销售
形 成 了 一 条 有 序 的 链
条。”戴元杰自豪地表
示，他们每年会推出2个
系列的新产品，满足更
多不同客户的要求。

争取把更多优质产品带到东盟

在众多小家电产品
中，宁波海高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呈现的智能指纹密
码锁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来东盟博览会，希望
通过东盟市场打开外销渠
道。

“原先，我们的智能

指纹密码锁产品全部是内
销的，一直想拓宽市场，
争取做到‘两条腿’走
路。”该负责人说，“近年
来，东盟国家的发展势头
一路向好，经济更加发
达，所以通过东盟博览会
争取到客户，拓宽市场应
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借东盟之风打开更大
的东南亚市场，从而撬
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契机成为许多企业
此行的目标。戴元杰表
示公司在未来还将拓宽清
洁类目的产品线，涉足吸
尘器、扫地机器人等更多
产品。

望通过东盟市场打开外销渠道

均胜电子全球首发的多模块新型汽车中控台

在昨天开幕的德国法兰克福国际车展上，宁波智造又发力。均胜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研发的多模块新型中控台、动力无线充电等产品全球首发，代表着智
能驾驶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趋势，受到宝马、奔驰、特斯拉等汽车界“大佬”的
青睐和关注。据悉，均胜电子此次展出的2017款新型中控台 （HMI） 概念产
品、ADAS 类产品、智能车联、动力无线充电、48V 微混动力车电池管理系
统、隐藏式出风口、智能方向盘等产品，均属业界最前沿的“黑科技”。

据了解，均胜电子
目前内部技术储备和客
户均处于不断拓展状
态。随着德国PCC公司
的加盟，公司在智能驾
驶领域能为客户提供更
加完整、高效的解决方
案。同时，来自宝马、
奔驰、特斯拉、福特、
大众等著名汽车厂商的
订单，保证了未来业务
的可持续发展。

据悉，新中控台概
念产品融合了强大的软

件技术，集智能和安全
于一体，既提供智能、
炫酷有趣的驾乘体验，
又兼顾行车安全。概念
产品内含触摸式中央操
作系统，它沿用无匙进
入、三维真玻璃、手写
输入、手势识别等智能
先进技术，亮点是集成
了先进的主动反馈技
术，既保留驾乘者的智
能手机使用习惯，其触
觉、声觉反馈响应又可
以增强行车安全系数。

同时，乘客可通过手机
来操控车内的影音娱
乐、导航和空调等。

与此同时，智能车
联也是这次展会的一大
亮点。均胜电子智能车
联技术层面为实现自动
驾驶和智能交通铺平道
路。同时，凭借软件、
算法技术的优势，这块
业务在宁波已正式运
营，开始与国内的吉
利、宝沃合作，在智能
车联领域占据先机。

均胜电子旗下安全
网联车载系统是主动安
全领域极具价值的拳头
产品，曾获国际消费类
电子产品展览会 2017
年度创新大奖。这款结
合360度环视和盲点监
控的技术，已与雷诺、
吉利、长安、北汽、长
城和长丰等汽车厂商达
成合作协议。

安全网联车载系统
集成了360度环视监控
和盲点摄像机与4通道
视频监控，可以无线
连接到车辆中的便携

式设备。该系统允许
驾驶员在智能手机或
平板电脑上同时运行
导航和实时交通应用
程序，以提供最佳的
车 辆 驾 驶 员 安 全 体
验。同时，环视监控
消除了盲点，被认为
是在狭窄驾驶条件，
城市拥堵和停车场安全
低速操纵的理想解决方
案。因此，该系统在业
界被誉为“天眼”。

此外，均胜电子将
展示行车主动安全车内
监控技术 （内视），以

及车载智能前置摄像头
技术 （前视）。前视系
统能实现行人、车辆、
设施等的检测功能，以
及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
自动巡航，能实现自动
紧急制动，有效阻止事
故发生或减轻事故所造
成的伤害。而内视系统
则能监控驾驶者的目光
注视方向、闭眼、眨眼
频率、头部跟踪、哈欠
次数检测等，通过软
件、算法判断驾驶者是
否存在疲劳驾驶，进而
发出驾驶预警。

多模块中控台全球首发

“天眼”助力自动驾驶

电池管理系统助力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