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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隔壁城市再开独角兽大会
但宁波也不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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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环检测的设备

去年这个时候，杭州发布了
《2018 杭州独角兽&准独角兽企
业榜单》，当时东南商报牵头讨
论了关于“宁波为何没有独角
兽”的话题，一波激起千层浪。
时 隔 一 年 后 的 3 月 12 日 ，
杭 州召开了第三届万物生长大
会，发布了 《2019 杭州独角兽&
准独角兽企业榜单》，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杭州共有独角兽
30 家，准独角兽 138 家，所有企
业总估值超 3300 亿美元，有 12
家企业成功晋级独角兽队伍，67
家企业晋级准独角兽 （估值 1 亿
美金以上企业） 队伍。
发布之后，宁波坊间又开始
了一阵关于“杭州、宁波差距加
大”的讨论。诚然杭州的新经济
发展迅猛，值得宁波的创投圈子
学习。但记者认为，我们万万不
可妄自菲薄。因为，从新年到现
在，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了不少令
人欣喜的新经济企业正在蓬勃发
展。宁波正以另一种方式宣告着
自己产业创新的步伐，坚定而沉
稳。

新材料行业全面开花
去年，记者在 《宁波哪些行业或成独角兽诞生地？
》 一文中
曾猜想了三个宁波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行业——新材料、物
联网、B2B 产业互联网。而首当其冲的新材料正在宁波呈现全
面开花之势。
在华为、三星的折叠屏手机 OLED 材料背后，就有宁波卢
米蓝新材料有限公司器、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企业与科研院所
的身影；净源的 PTFE 水处理膜获得中国膜工业协会科技一等
奖，正准备冲击国家科技大奖；宁波路宝科技新研发的路面铺
装材料正在逐渐走向全国的道路，使路面的“保质期”延长到
20 年……从化工到合金、从电子到机械，宁波新材料产业 2018
产业规模达到 2033.6 亿元，同比增长 13.5%。
在产业基础越发坚实的同时，宁波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新
材料高端项目与人才向这里涌来。
上周，清华启迪之星加速器在鄞州姜山正式投入运行，其
中就有从西安交大博士钱旦创立的宁波云涂科技。钱旦是宁波
人，在薄膜扩散与界面反应、功能涂层开发与应用以及金属 3D
打 印 界 面 材 料 学 等 领 域 获 得 过 突 出 成 就 ， 在 Scientific
Reports、Applied Physics Letters 等国际最具学术影响力
期刊发表过 5 篇论文。回到宁波创业，看到的就是宁波新材料行
业的无限潜力。
而他所研发的新材料工艺叫做“物理气相沉积”涂层技
术。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发现，许多金属物品表面是有一层
涂层的，原先要实现涂层，用到的技术就是“废水排放首恶”
电镀。而钱旦的技术类似于江丰电子溅射靶材的溅射技术。在
真空中，利用磁控溅射设备将涂层溅射到产品表面，没有废
水、废气排放。同时，大大提高涂层性能。
当这种涂层应用到零部件的压铸模具表面后，可以做到生产
3 万次产品不更换模具，比传统工艺的性能提升数十倍；当应用
到齿轮滚刀和插齿刀等刀具表面时，刀具寿命、耐磨性提高 3-5
倍，同时提高切削速度 20%-70%，提升加工精度 0.5-1 级。
再比方，这种涂层技术应用到传感器、信号发射器表面
后，可实现更加灵敏的功效，可以在未来的 5G 甚至 6G 时代应
用到更多高灵敏传感模块以及航空航天领域。
目前，钱旦公司的这项技术拥有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 项，也
突破了高性能涂层技术的国外封锁。
在创投圈子更加理性的今年，资本也逐渐开始青睐像云涂
科技这样拥有先进技术、实现产业化、潜力巨大的硬科技制造
企业。刚刚创业，其估值已经超过 3 亿元，成为独角兽的潜质巨
大。
新材料不仅能在先进制造业中大放异彩，当新材料与健康
医疗产业两大风口相撞，同样会使诞生独角兽的概率大大增强。
宁波宝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所干的事儿，就是把可降解的
生物材料“放”到人体里去。
“大家都知道，通常骨折后进行手术，医生会用金属材料，
比如钛合金固定器放入身体，待骨头长好之后，在取出来。这
样就要进行两次手术，形成二次创伤，增加患者的痛苦。”宝亭
生物负责人赵卓伟介绍，“而我们研发的材料是直接会在人体中
降解，无需二次手术。目前已经实现市场准入，准备大批量投
放市场。
”
他补充介绍，这种材料技术的难度在于，强度与降解速度
的配合。刚开始恢复时，材料需要一定的强度，支撑还未长好
的骨头，当基本痊愈后，材料要加速溶解，这需要梯度复合材
料技术。
目前，为了这种新材料产品，做文具行业出身的赵卓伟已
经投入上千万元，但他坚信一旦产品投放市场，企业一定会有
爆发式的增长。

物联网进入应用爆发期
从去年开始，进入记者视线的宁波物联网企业呈
现出了爆发式增长，除了宁波老牌的智能家居物联企
业智轩，物联传感器制造商柯力、赛特威尔，新冒头
的物联企业包括小盒科技、海大物联、小匠物联等
等。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头，证明产业爆发的脚步
正在临近。
清华大学环境学博士赵东泉就看上了宁波这块物
联网软硬件皆有的“风水宝地”。年初在甬创办了浙
江清环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他做的是智慧水务，但用
到的依然是物联传感技术。
他的产品是一个水桶型的小箱子，把这个箱子放
置到市政排水管廊中，就可以得知管廊中的水压、水
质、流速、流量，其依靠的就是物联传染技术。
在箱子里有各种传感器，传感器的“小触角”会
伸到水里感知环境，通过通讯模块，将数据传输到主
机里，市政部门就能快速知道这个地下排水管网的运
行状况。
“以往，测水质是依靠人拿着机器去测，现在不
仅实现无人化，而且定位定量，迅速反应，大大提高
了市政管网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赵东泉说。
目前，清环科技已在宁波获得了 2000 万元的项
目合同。赵东泉介绍，他的产品在国内首屈一指，具
有较高的市场穿透力。按照 1 平方公里安放一个装置
的密度，全国的市场容量应在几十亿元。如果加上工
业与住宅管网，那么，市场将上百亿元。因此，依托
清华的研究实力，加上宁波的软硬件转化能力，清环
科技的潜力不可限量。

产业互联网继续升温
去年 12 月底，第五届中国产业互联网大
会在宁波举行。海上鲜公司、搜布、世贸通
等一众本土 B2B 企业登上全国舞台。彰显了
宁波 B2B 行业生猛的发展速度。
其中以海上鲜公司最为耀眼。2017 年 3
月，海上鲜公司宣布获得由顺为资本领投，
波导股份、亚德客集团、北斗星通集团跟投
的 7000 万元 B 轮融资；2018 年 5 月，海上
鲜公司再次完成 2 亿元 C 轮融资。至此，海
上鲜公司累计融资近 3 亿元。该轮融资后，
海上鲜公司的估值达到 10 亿元，成为宁波为
数不多的“准独角兽”企业。
从成立至今，海上鲜公司在南到三亚、
北到丹东的沿海近 20 多个地区的 2 万多艘渔
船上覆盖了“海上 WIFI”通信终端设备。
海上鲜公司平台注册买家超过 5 万人。
创业至今，海上鲜公司累计撮合海鲜交易量
达 70 亿元左右，成为全国最大的海鲜 B2B
交易平台。为客户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 7 亿
多元。
由此可见，宁波在这三个优势领域已经
沉淀了不小的能量，等待资本发现的一刻，
就能诞生真正符合宁波气质与性格的独角
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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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形态初现
除了去年我们预测的三大独角兽诞生
之地，今年在宁波还有更多的行业出现令
人欣喜的发展。
比如本土共享经济的领头羊——小遛
共享电单车。从 2017 年 6 月，第一批 600
辆小遛共享电单车投放宁波以来，这辆萌
萌的黄色电单车，经历包括政策、运营等
一路坎坷，终于走上了快速发展通道。在
哀鸿遍野的共享单车领域杀出了一条血
路，成为了宁波共享经济中最知名的企业。
其负责人朱波介绍，目前，小遛已在
全国累计投放电单车 30700 辆，注册用户
突破 60 万人，每日骑行次数达 150000 人
次，日入近 30 万元。仅在宁波，累计共享
次数就达到了 1500 多万人次，累计里程
4349 万公里，这个距离相当于地球往返月
亮 50 多次。
今年，小遛又将会有一波大的扩张，
版图直指南方大地，广西、云贵、海南等
都是小遛的目标地区。“南方四季如春，一
年四季都适合骑行，因此，我们将会瞄准
这些市场。”朱波说，“今年，我们的累计
投放目标是达到 50 万辆。
”
目前，共享电单车市场上，青橘、哈
啰与小遛已经占据头部市场，颇受资本关
注。但有共享单车的惨痛教训在前，朱波
认为，小遛还是应该稳扎稳打，提供优质
服务为主，如此一来风投的加入与估值的
提升就会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在宁波最为核心的汽车产业，也有新
鲜血液涌入。位于高新区的威晟汽车就抓
住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热点，目前他们所
做的产品已经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其产
品叫做热管理控制系统，这种系统在传统
的涡轮增加内燃机汽车中，起到了冷却、
管理、控制、利用发动机热量的作用，能
大大提升发动机热量的利用率，提高燃油
经济性。而在电动汽车中就更加重要，起
到了电能、热能的相互转换，对于整车性
能与续航里程都有显著的帮助。目前，这
个技术在全球才刚刚兴起，威晟就是为数
不多掌握这一系统核心技术的企业之一。
威晟 2016 年成立，前几年一直在做研
发，目前产品已经完成了量产测试，今年
料大批量进入市场，首批签约的客户将涵
盖上汽、东风、吉利、威马等国内一线品
牌乘用车。其销售额也将从 2018 年的 400
万元猛增至 6300 万元以上，不久就会跨越
亿元大关。
类似的还有同样位于高新区的里尔汽
车，其研发的新能源车增程器也在今年有
望斩获大单。
尽管在新经济领域，宁波与杭州、深
圳等领跑城市的差距仍然很大，但有了这
些生力军，相信宁波产业的未来必定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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