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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着“富二代”标签的青春期，郑缙容叛逆过很长一段时间，但现在
已经完全看不到当年的影子了。

“年纪大点了就开始明白以前父母说的很多道理。以前觉得自己可以为
所欲为，现在就明白了自己身上责任，接过父亲的创业成果并不意味着坐享
其成，我的目标是把父亲的厂房再往上盖两层！”

子承父业

在每个男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都发挥着重要影响，郑缙荣作为家里
的独生子，感受更为深刻。

郑缙容的父亲属于90年代白手起家的创一代，从最早的橡胶生意开
始，后来间或搞过毛绒、印花等业务，父亲在事业上的投入给年轻的郑缙荣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父亲涉及的生意虽然有所差异，但是他每入一行，
都不仅仅是当做简单的投资，而是会从最基本的业务开始，这种兢兢业业的
创业精神，让我耳濡目染地学习到很多。”

郑缙容发现，虽然产品不同，但是把它们业务做大的内在商业逻辑却是
有迹可循的，这也为俩父子现在大胆开展家居用品业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前也有想过要自己出去闯一闯，可是后来冷静下来想想，自己是家里
独生子，如果自己跳出来了，父亲的创业成果也很难继续下来，那不如就把
他的事业当做我自己的事业，把他的生意做得更大，这也是我自己的修炼。”

于是，2012年，郑缙容在确定自己的规划后，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学
业，回到国内，在自家厂里开始学习管理业务。

危中有机

早在2009年，郑缙容的父亲就开始尝试做海绵枕头生意，但郑缙容一直觉
得这个产品虽然需求较大，盈利却有限。2014年，当他在与朋友的谈话中了解到
海棉床垫这一产品时，马上就起了心思：一个枕头只能卖3美元至5美元，一个
海棉床垫却可以卖150美元左右。家里厂房尚有大量空间闲置，为何不试试呢？

郑缙容遗传了父亲“敢闯敢试”的基因，在与家里几番沟通后，海棉床
垫的生意就这么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

自从开拓海棉床垫业务后，工厂每年的产值获得了快速增长。2014年
整个厂的产值只有2000余万元，2016年就实现了翻倍，到2018年总产值
已达1.3亿元。

如今，郑缙容不但实现了“把父亲的工厂再往上盖两层”的目标，还在
2017年被评为出口成长型企业和工业经济发展奖。

“其实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个大难题，美国是我们产品出口的主
要对象，但是他们现在准备就海棉床垫这款产品和我们打反倾销的官司，这
场官司的输赢会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布局产生深刻影响。”

“官司能赢肯定是好事，但也要做好最坏打算。一方面，我们计划将外贸业
务转向马来西亚；另一方面，我们考虑拓展国内市场。”郑缙容称，“很多人觉得
这场官司对我们近乎是灭顶之灾，但是危机何尝不是机遇的一部分呢？”

雨后的慈城，犹如一幅江南水墨画。生态之美，吸引
着五湖四海的人，他们到这里来创业、定居、观光……生
态与产业融合的理念，渐渐深入慈城人的内心，也让这个
千年古镇焕发了新的生命。宁波青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就
是将此理念践行的代表之一。

短短四年时间，“青云环保”已成为年产销值2000万
元的科技型中小型企业，涉及工业废水治理、生活污水治
理、中水回用、废气、粉尘治理、及环境综合服务等领
域。

白手起家

2010年刚刚毕业的王磊刚回到宁波，顺利进入一家
环保科技公司从事技术员工作。专业对口，事业顺风顺
水，但他并不心甘于此，“我认为这些环保工程还有很大
的发挥空间，我要自己创业。”

辞职后的王磊刚回到老家慈城创立了宁波青云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一台化验设备，一间简易大棚，我就这样白手起家
了。”与绝大数创业者一样，王磊刚也是从基础做起。遇
到困难，他就到处请教。后来，自已着手研究环保设备，
自已化验水质成份，自已跟踪每一家客户单位。

2018年，“青云环保”承接了宁波金苑包装有限公司
500m3/d铝氧化废水治理工程。王磊刚相信只要严把项
目质量关，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总有一天会赢得市场。功夫不负有心人，所做的工程受到
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一传十，十传百，凭借良好的口碑，王磊刚的生意越
做越大，“公司规模做大了，身上的责任也更重了。”

创新转型

“青云环保”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转型的难题。
王磊刚发现，影响业务发展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拳头产品，
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缺乏骨干人才。

为此，王磊刚走上了创新之路。“那时，大家顶着环
保是‘朝阳产业’的帽子，打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口号，却走着一般企业同样的发展模式。面对激烈的竞
争，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科技创新。”

“青云环保”先后筹建了5个实验室，配备了多台先
进的实验检测以及试验设备，组建了一支由同济大学博士
带队、各专业工程师协作的近20人的技术与研发团队。

“通过科研创新，我们获得数项环保发明专利，且拥有浙
江省环境污染专项设计资质，这对公司的发展又是一大推
力。”

在服务上，“青云环保”告别单纯的模版式的废水、
废气治理模式，以一种新的姿态，深入了解客户，立足于
客户的实际需求。“从政策导向、长远思量、综合利用、
清洁生产的角度为企业提供更贴心、更务实的一站式污染
治理服务。”王磊刚表示，为保障客户利益，为每一家企
业建立环保档案。从前期勘察、水质化验、前期试验到工
程设计、施工、调试、维护、售后服务，都有技术员专人
跟踪负责，让每一个工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举。

能抗8级地震、耐辐照时长提升30倍……凭借自主研
发的核电硼加热系统，宁波奥崎仪表成套设备公司打破了
国际巨头近20年的市场垄断，成为国内装备制造业重点领
域“首台套”产品。

这家2009年成立的公司，随着供给侧改革，以向装备
业高端发力，并在市场上占领了一席之地。

职场奠定创业基础

2001年，邵华初入职场的第一份工作便是温度传感器
的计量检测，一干就是十几年。那个时期，我国的电力技
术还处于亚临界状态，又赶上国家严重缺电，当时亚临界
技术的供电远不能满足我国的电力需求，使用的温度测量
热电偶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产品。

敏锐的邵华从中看到了商机，“我自己对温度传感器有
一定研究，深知所处行业在国际上处于落后水平，但是国
内市场巨大，必将经历大洗牌。”于是邵华决定成立宁波奥
崎仪表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随后几年，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通过前期
的技术转让和后期的自主开发，大力建设超超临界火力发
电厂，以解决工业用电缺乏的问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我
的想法。”

在企业成立不久，由于传统业务开拓进展不顺，且新
产品研发还在进行中，企业资金周转几度出现困难，但邵
华顶住了压力，使得研发工作顺利进行。之后，她又着手
成立研发中心，针对国家大力支持的超超临界火力发电技
术，投入大量资金研发铠装热电偶、铠装热电阻高温高压
的关键技术，并成功突破相关技术难点，为企业发展带来

“底气”。

加大人才培养

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一批领先型装备制造业企业
利用自身优势实现了传统制造业要素高效组合。在这一新
形势下，邵华决定企业要向智能高端领域迈进，打造智能
增值新模式。

为此，邵华加大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积极构建和培育
研发技术团队。“奥崎”与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
系，培育人才。对企业骨干人才、一线技能工人及优秀青
年人才加大培养力度，在培训进修、职位职称晋升等方面
给予物质激励和精神关怀，让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在舞台上
脱颖而出。目前，“奥崎”已拥有了一批中高级科技人才。

通过人才培育，企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获得国家
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奥崎”研发的热控系统解决方
案，将仪表测量与电气控制系统结合，形成了就地一次元
件、仪表电气控制系统、智能化远程控制系统三大板块。

“该模式得到客户的青睐，让我们企业顺利拿下国电泰州电
厂的世界首台二次再热项目、广西防城港核电项目、中国
核电秦山核电项目、福建福清核电华龙一号项目等国内大
型项目订单。”邵华说。

生于1980年的日本东北大学材料学博士郭海，是宁波
中科毕普拉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入选宁波市
第八批“3315计划”创业个人的他，带领的团队自主开发
出了兼具高饱和磁感应强度和低铁损的新型亚纳米合金，
研制的以亚纳米合金材料和器件为核心的系列产品填补了
国内高性能非晶、纳米晶领域的技术空白。

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时光的指针倒退回2015年，郭海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伙
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下，成立了宁波中科
毕普拉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毕普拉斯”）。

“在距离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直线距离仅500米的地方成立公
司，只是为了鞭策自己。”郭海称，“我们就是要为解决国
内的空白而努力。”

“由于铁基非晶纳米晶合金具有优异的软磁性能和节能
特性，应用于配电变压器中可降低空载损耗60%至80%。
而当时国内量产的非晶合金带材质量和产量均未达到变压
器的应用要求，因此，日本日立金属公司的非晶、纳米晶
软磁合金带材以垄断高价大量销往我国。”郭海说。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郭海潜心研发，带领团队突破多项
技术瓶颈，克服了安装、调试、中试过程中一系列困难，最
终自主开发出兼具高饱和磁感应强度和低铁损的新型亚纳米
合金，研制的以亚纳米合金材料和器件为核心的系列产品，
填补了国内高性能非晶、纳米晶领域的技术空白。凭借新型
亚纳米合金带材在市场上的性能优势，“毕普拉斯”逐步在非
晶纳米晶合金行业崭露头角，2017年先后与国内高端非晶纳
米晶器件制造企业——佛山中研非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
天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中天集团下属企业）在战略合作方面
达成共识，进入上市公司原材料供应链。

保持创新前瞻性

2018年3月，在蓝沛科技的领投下，“毕普拉斯”顺利
完成A轮融资，发展驶入快车道。

完成技改的“毕普拉斯”以新型高Bs非晶纳米晶合金
带材为基础，布局新型带材在无线充电、高速高频电机和
高端电子器件三大领域的应用研发。新型非晶纳米晶合金
铁芯在高速电主轴上的应用研发也获得突破，成功试制出
转速大于90000r/min的超高速高效电机，效率高出同型号
硅钢电机10%以上。新型高速高效电主轴样机已进入精密
加工中心终端客户的批量试用阶段。2018年“毕普拉斯”
产值预计达1000多万元。

“公司研发的长远目标是产品在国内甚至国际上始终处
于技术领先，做到‘生产一代，开发一代，预研一代’，保
障对于未来市场的技术储备。”郭海表示，自主创新始终须
具有前瞻性，“毕普拉斯”年均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5%至
10%。

未来，“毕普拉斯”将充分把握新材料行业快速发展的
有利时机，继续实施技术研发，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提
升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满足手机、新能源等领域的急需，
巩固公司在国内外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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