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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项冠军
10

“模具，是工业之母。我们的材料，是工业
之母的食粮，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在宁波，有这样一家“单项冠军”企业——
宁波博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它的明星产品是一
根精度达到 0.015 毫米的精密切割丝，这相当于
人类头发丝直径的 1/6。看似不起眼的它，有着
改变世界的力量。无论是航空航天等“国之重
器”，还是家用电器、汽车制造等民生领域，都
离不开它的助力。
说起公司的“含金量”，博德高科副总经理
高万杰不禁打开了话匣：“工业制造的实现，取
决于零件的精度。我们的切割丝，正是不同工业
门类精密加工的基础。我们的 810 名员工就有
250 名技术人员，将切割精度、稳定性、导电
性、气化性能做到全球领先。”
早在 2015 年，博德高科收购拥有百年历史
的行业龙头——德国贝肯霍夫，其旗下的 Bedra
品牌享誉世界。从此，公司致力于把世界制造的
精度提升为顶尖的微米级，并朝着现代化管理和
运营迈进。在高万杰看来，“一根丝”的技术革
新，对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有着积极推动作用：
“比如，近年来在国内硬质合金领域，PCD
刀具的应用广阔，但加工 PCD 刀具所用的切割
丝，长期以来主要依赖进口。我们不断深入研
究、努力实验，研发出 PCD 刀具专用的高精度镀
层切割丝，提升了刀具的使用寿命和表面光洁
度，终于实现技术突破。”
目前，博德高科的客户遍及全球 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其中不乏大众、宝马、三菱等知名企
业。去年，公司的切割丝销售额达到 11 亿元，
在精密切割丝领域，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一。
同时，公司还在进行智能化的改造。在博德
高科的数字化车间，一切生产环节均清晰可见。
送料、拉丝、加工、包装、运输……所有工序都
通过“云计算”形成一张网，在智能设备上互联
互通。高万杰表示，他们将充分挖掘工业大数据
的“富矿”
，精准有效地助力未来生产：
“当前，国内的模具制造还处于低价竞争阶
段，我们将不断引导客户和企业，重视模具加工
对工业生产的意义，意识到机床和切割丝的品质
对生产起到决定性作用。只有当工业企业提升性
能意识，避免‘价格战’，才能推动中国制造业
的良性发展。”
今后，博德高科还将和客户结成战略合作伙
伴，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研发和技术的协
同，为对方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在以博德高
科为代表的“单项冠军”引领下，宁波在全国乃
至全球的新材料版图中，将占据更大的话语权。

未来 10
年这家宁波企业要再造
超越国际同行

博德科技生产车间

低端市场“熙熙攘攘”
、高端产品“寥若晨星”是我国多
数产业的结构矛盾。
2007 年，长阳科技创始人金亚东从 《“十一五”规划纲
要》 中看到了一幅蓬勃盎然的新时代图景，他预见显示面板
行业将会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而光学薄膜作为显示屏幕中
不可缺少的一环，也必然迎来国产替代的曙光。
据金亚东介绍，当时“显示薄膜”领域基本被日本企业垄
断，市场份额甚至达到了 95%左右。在这种绝对优势面前，长
阳科技定下了宏伟的目标：
“成为中国领先，全球一流的功能
膜公司”
，要与这些看上去遥不可及的巨头站上同一起跑线。
“功能膜就像是全球新材料行业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技术
门槛高，但是应用场景又涉及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以
前我们国家在这一领域积累薄弱，未来要在显示行业、新能
源半导体等行业增强话语权，需要我们本土企业自己的力
量。
”金亚东说道。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金亚东认为，要实现公司
发展目标，首先要瞄准一个细分行业，将它的性能和产品水
准做到世界领先，再将其规模上做到行业的数一数二，反射
膜就是他选择的第一条赛道。
2012 年 10 月，长阳科技第一代反射膜诞生，成了当时
全球少数几家掌握光学反射膜制备技术的企业之一；
2017 年底，反射膜产品的市占率问鼎全球第一，在巨头
耸立的领域，拿到了约 30%的份额；
而到了今年，在全球反射膜市场中，长阳科技已经是一
个不可忽视的名字，市场份额也达到了 55%，超过了一半。
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浪潮滚滚而来，在这场时代性的变
革中，正是有了长阳科技这类本土企业的参与、竞争与发
展，为中国制造在各行各业的国际舞台上，筑起话语权。
从全球的产业链布局来
看，中国在过去被认为是制造
业的加工端和组装端，而现在
格局正悄然改变，中国现在不
仅仅是加工和制造的终端市
场，同时也是核心原材料、核
心元器件研发、生产、制造的
基地，把整个产业链的价值曲
线从前往后提高了一个时代。
而对于国内的消费者来说，这
种话语权带来的便利则更为直
观，如价格更接地气、体验更
高级的电子产品等等。
“过去十年，我们光学反
射膜已经做到从无到有，从
进入市场到全球第一，随着
公司上市，资金实力、人才
资源、平台资源和以前相比
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未来
十年，我们提出了‘十年十
膜’的战略，也就是再做出
十张像反射膜这样的产品，
打造十项单项冠军，完成从
单项冠军到全能冠军的转
变。”金亚东展望道。
长阳科技光学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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