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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总是流向回报最
高的地方，而人才也总是
流向最有机会的地方。作
为出类拔萃的中国企业群
体，上市公司无疑是各类
人才的聚集之地。
在宁波上市公司里，
可谓是人才济济，77 家宁
波上市公司拥有博士 106
人 、 硕 士 5137 人 、 本 科
50481 人 。 大 丰 实 业
1700 多名员工中就有博士
37 人，3 万名员工的均胜
电 子 拥 有 研 发 人 员 4444
人、硕士 2466 人，宁波
银行有本科 13176 人，占
比高达 96.29%……

宁波银行专栏

宁波银行“四专”服务小微企业
近日，宁波银行发布 2019年度一季
报，各项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稳健增长，这
得益于宁波银行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
宗旨，不断夯实发展基础，持续积累比较
优势。
宁波银行
“与中小企业共成长”
初心不
变，
保持
“勤思考、肯吃苦、勇创新、重实践”
工作作风，
从团队、
政策、
产品和服务四方面
入手，
不断提升服务小微企业能力。
锻造专业的团队
专业的团队是实现高效服务小微企
业的基础。宁波银行从团队建设、人员配
置和能力提升三方面打造专营团队，让专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宁波银行 2006年成立服务小微企业
的部门——零售公司部，实行条线垂直管
理、独立考核。2018年，零售公司部增设
I
T支持部，提升科技专业水平，让金融科
技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
制定专项的政策
专项政策是实现高效服务小微企业
的保障。2019年，宁波银行继续从信贷
资源、考核激励和尽职免责等方面给予专
项政策支持。
宁波银行向小微企业实施信贷倾斜
政策，优先满足制造业等重点领域的投
放。为确保投放，由总行集中分配信贷额
度，每日跟进额度投放进展情况，确保各
机构执行到位。通过考核指挥棒，确保客
户建设和信贷规模增长“齐头并进”。
宁波银行制定授信尽职免责办法，明
确责任认定及追究范围，厘清尽职认定标
准及责任划分，做到尽责免责，失职问责。

配套专属的产品
专属产品是实现高效服务民营及中
小企业的工具。宁波银行立足企业差异
化、个性化金融需求，创新推出各项金融
产品和服务。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痛点、难点，宁波
银行推出“满足用款方式灵活”、
“ 审批流
程高效”、
“ 转贷模式多样”、
“ 用款期限延
长”等多种产品。例如，
“ 快审快贷”通过
评估、审批、签约、放款等各环节“限时要
求”，实现业务流程优化，提升抵押贷款办
理效率。
提供专注的服务
专注的服务是实现高效服务小微企
业的原则。小微企业地理位置远，存在信
息不对称的现象,宁波银行坚持送服务上
门，让客户“最多跑一次”，以“线下业务线
上化、线上业务移动化”为理念，解决金融
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
宁波银行立足网点，将周边市场划分
为小网格，由专人负责跟进，确保能够及
时对接每个小网格内的企业。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只有在
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才能形成银行的
比较优势。宁波银行坚持以“专业、专项、
专属、专注”的“四专机制”为引领，
“ 咬定
青山不放松”，不断强化团队，完善制度，
优化产品，提升服务，推动企业实现更好
的发展。

上市公司人才济济
数据显示，2018 年，宁波上市公司员工达到了 30.6 万人，较 2017
年增加了 4.4 万人。新增的人数主要分布在均胜电子、雅戈尔、东方日
升、宁波银行、宁波华翔。均胜电子由于并购并表，增加了 3 万名员
工，其余 4 家企业新进人数都超过 1000 人。维科技术由于转型，去年
员工人少减少了 1800 多人。
人才也是企业战略实施、持续发展的基础。均胜电子研发人员达
4444 人遥遥领先，紧随其后的是宁波华翔、拓普集团、东方日升，三
家公司研发人员均逾千人，分别为 2361 人、1328 人、1136 人。另有 43
家公司研发人员超百人。从研发人员占比来看，弘讯科技、理工环科亦
位列前 2 位，分别达 37.10%、35.76%。天龙股份、乐歌股份、东方电
缆、宏润建设、创源文化、戴维医疗、维科技术等 7 家公司研发人员占
比均超 20%。
目前，宁波上市企业中，博士最多的企业是大丰实业，1700 多名
员工，博士有 37 人，硕士最多的企业是均胜电子，人数多达 2466 人。
而本科最多的是宁波银行，人数达 13176 人，占比高达 96.29%。
人均薪酬是衡量一家上市公司待遇好坏的重要指标，包括宁波银
行、京投发展，宁波有 10 家上市公司员工平均薪酬超过 20 万元。
不可思议的是，在宁波人均薪酬最高的是 2 家建筑企业——龙元建
设和宏润建设，人均收入分别高达 73 万元、68 万元。不过，据了解，
这主要与建筑工地工人流动性大，与员工统计口径有关。
单从人均创利指标看，部分数据还是比较合理的，但也有部分是明
显“被平均”的。宁波银行、京投发展、宁波富达、宁波联合、荣安地
产、宁波热电、韵达股份、杉杉股份、宁波海运、东方电缆、锦浪科技
等 11 家企业 2018 年人均创利均超 18 万元。

高管薪酬哪家最高？
上市公司业绩喜人，宁波上市公司的高管们收入如何？各个职位，哪家
上市公司的薪酬最高？加上直接持股，1300多个高管，谁的身家最殷实？
Wind 统计，2018 年总计有 1128 名高管从宁波上市公司领取了
5.33 亿元的薪酬，平均薪酬水平达到了 47.2 万元。
12 家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年度薪酬超千万元。除了雅戈尔、宁波银
行、均胜电子等常客外，宁波建工和爱柯迪入围。
个人薪酬方面，宁波上市公司年薪上百万的有 118 人，接近 10%的
比例。另有 200 多名高管不在上市公司领报酬。
京投发展的总裁高一轩以537.41万元登顶，雅戈尔原总经理钱平以506
万元居次席。而前年年薪最高的圣龙的总经理张文昌去年只能排到第6。
年薪变动最大的要属维科技术的总经理杨东文，2018 年，他的薪
酬涨了 381.47 万元。2017 年 10 月，他才开始任职，去年是他在维科任
职的第一个完整年度。
不过，年薪相比高管持有的市值，还是毛毛雨。根据高管期末持有
的股份加上薪酬进行综合排序，各位高管的身家一目了然。
不算间接持有的市值，宁波至少有 15 名上市公司董事长、董事身
家超过 10 亿元。其中，既有老牌民企，又有近二三年新上市的科创型
企业，包括江丰电子、旭升股份、锦浪科技等。
在上市高管队伍中，董秘和财务总监也普遍高薪。不过，这两个职
位，高低之间，相差也比较悬殊。金牌董秘高的在宁波可以拿二三百万
元，而低的却只有 13 万元，且没有股份。

研发投入大幅增加
作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主力军，宁波上市公司不仅高新招才，
研发投入也大幅增长。2018 年，宁波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总额达 87.71 亿
元，同比增长 41.54%，这一增速远高于 A 股市场的平均水平 22%。
事实上，宁波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已连续多年保持增长。数据显示，
2016 年和 2017 年，宁波上市公司研发支出总额达 41.01 亿元和 61.97 亿
元，同比增长就高达 41.27%和 51.11%。
2018 年，杉杉股份、宁波建工、均胜电子、雅戈尔、宁波韵升、
朗迪集团 6 家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长超 100%。其中，杉杉股份增长逾 9
倍，宁波建工增长 3.7 倍。宁波海运、爱柯迪、理工环科、双林股份、
戴维医疗、大丰实业、鲍斯股份、东方电缆 8 家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长
超 50%。另有 22 家公司研发费用增长 20%以上。
2018 年，在 57 家有研发投入的宁波上市公司中，理工环科、弘讯
科技两家企业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超过 10%，戴维医疗、激智科技、永
新光学、江丰电子、均胜电子、宁波韵升、创源文化、GQY 视讯、美
诺华、东睦股份等 10 家公司逾 5%。
2018年，均胜电子研发投入38.00亿元，居首位。紧随其后的是宁波
华翔、东方日升，研发投入分别为5.18亿元、3.31亿元。拓普集团、宏润
建设、三星医疗、双林股份、宁波建工、博威合金、百隆东方、宁波韵
升、亿晶光电、太平鸟、天邦股份、美康生物、理工环科、爱柯迪、东方
电缆等15家公司去年研发投入均超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