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探索——
通过“走出去”和“拿

过来”实现全球资源配置

这些年关于宁波发展的声音
很多。

这五年，宁波的发展经验，
就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先导，以全
球化中的外向型经济为契机，通
过来自民间的、民营的创新创业
所发展起来的活力经济，从一个
科教智力资源薄弱、陆域资源薄
弱的地区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大到强的发展。

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强调来
自民间的、个体的根基，只有强
调从计划到市场的资源配置效
率，只有强调“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才能实现长效、健康以
及可持续发展。在国家多部委对
于“一带一路”还未破题的时
候，宁波已从民间的、产业界的
实践作出了初步探索。

这其中，宁波最大的优势是
企业家多，最大的资源是民间资
本。而这几年，宁波在全国最具
意义的探索，就是将这种最大的
优势和最大的资源相结合。在金
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的杠杆
下，宁波通过资本的“走出去”
实现创新资源的“拿过来”，进
而带动更多的输出，实现在全球
范围的配置资源和财富创造。这
种依赖民营经济长效活力的全球
资源配置，就是最大的“一带一
路”。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型过程中，以宁波地区为代
表的浙东地区，率先通过市场化
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先富
起来”。这些地区的发展核心是
强调个人的、企业家的主体地
位，并通过产权改革形成具有自
生能力的微观基础，藏富于民；
强调“经世致用”的商业伦理，
能够利用商业手段解决发展问
题，突出工商皆本。

如果说“一带一路”的建设
离不开商品输出、产能输出、资
本输出、模式输出以及文化输
出，那么宁波在这五个方面都有
较大的优势，譬如小宗商品、制
造业产能、民间资本、开发园区
以及阳明心学等等。

习近平主席曾说，“浙江的
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宁波的
发展，完全有条件、有基础、有
底蕴，志高存远，从引领中国未

来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高度
和 大 局 出 发 ， 迈 向 理 论 自 信 、
道 路 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
信。

宁波未来——
以开放式创新引领

新一轮改革开放

未来，宁波如何打造引领新
一轮改革开放的标杆？

一是明确将全面构建开放型
创新经济作为城市中长期经济社
会发展主线。宁波在全国最有战
略分量的，就是开放式创新。未
来宁波只有打破港口贸易带动临
港经济发展机制、超越外向型工
业经济发展模式，打造以创新驱
动为根本动力、以全面开放为根
本途径的开放创新经济，将企业
家多这一最大优势与民间资本充
裕这一最大资源相结合，在全球
范围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和分配
财富，不但能变劣势为优势、以
拉长板方式补短板，还能为中国
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探索新路径新
模式新机制新形式。

二是明确将全面提升全球资
源配置能力作为打造国际港口名
城的着力点与突破口。准确地
说，宁波目前仅仅是大/小宗商
品的流转中心，未来需要成为全

球新兴的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配
置中心。只有这样才能抢占城市
发展主动权与国际竞争战略制高
点。只有坚持平台思维、流量思
维、金融思维、生态思维，以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跃升为核心，不
断围绕国际产业分工与全球城市
分工占位、抢位、卡位，才能推
进城市形态与产业结构向高端演
进。

三是将打造国际化移民型创
业城市作为宁波实现战略赶超的
重要动力。应该说，宁波的国际
化程度越高，在国家或地区的发
展中就越有优势。未来宁波仍要
持续加大力度支持本土企业到全
球创业，只有在全球范围创业才
能发挥出甬商的特质和优势，硅
谷、香港、上海等最成功的企业
家都是甬商就验证了这一点。宁
波还要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最适
宜创业起步发展的城市，承载国
内外高水平创业者，成为全国人
和全球人的宁波，以“变革式创
业-高成长瞪羚-独角兽企业”新
型创业梯队实现跨越发展。

四是明确将全面构建现代产
业新体系作为宁波跨越式发展的
主攻方向。宁波有三个领域可能
会成为原创新兴产业，即制造业
领域的新材料、服务业领域的港
航物流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跨界
融合的智能经济；有三个领域可
能会成为活力倍增产业，即体现
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现代金

融、以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为主的
服务贸易、以适应消费结构升级
与老龄化为核心的健康休闲；还
有三大特色优势产业，即绿色石
化、绿能交通、时尚产业。

五是将从内到外的开放创新
发展格局作为“名城名都”建设
发展的核心载体。它主要包括城
市空间、都市圈、东中西与国际
化条件下的开放创新格局。建议
宁波在城市空间上，采用以高端
功能区为主体的城市空间战略，
如三江口突出文化创意、梅山新
区强调国际商务花园、新材料科
技城突出科技创新、东部新城突
出金融、南部商务区及东钱湖向
中央商务区转变或强调商务休闲
方向转变或者将鄞州的三个合在
一起、江北可有奥体中心，奉化
应该打造文化休闲或文化旅游，
城市中心可从三江口扩展至梅
山。在宁波都市圈层面，强调跨
区域分工合作，核心是将浙东南
示范区作为制度创新的平台、辐
射带动的平台，与浙东、浙南地
区探索中国民营经济“二次创
业”的新路径新机制。加快东中
西产业转移与分工，核心是撬
动、控制中西部资源在东部实现
高附加值；全面推进宁波跨境经
济发展，重点培育本土跨国公
司、促进跨国技术并购、吸引跨
区域式创业、加强国际产能合作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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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甬商

文／徐苏涛
长城战略咨询合伙人

智库研究

本报记者 徐展新
通讯员 鲁冠芬

每天上午 4点，位于波兰首都华沙
的中国商城 （以下简称“GD”） 都会
迎来大量前来批发的各地商人，产自中
国的服装、纺织品、小电器、箱包皮
具、家居装饰等商品常常被抢购一空。

作 为 市 政 协 侨 事 顾 问 、 宁 波 市
2016 年港澳台侨杰出人物代表，近日
商城的主人韩宝华来到宁波。“商城的
热闹场景，展现了中国商品在东欧市场
的受欢迎程度，也展现了两地经贸合作
的充足潜力。”韩宝华告诉记者，由他
经营管理的“GD”是中东欧国家中最
大的亚洲产品分拨中心，拥有 6座商楼
和 1000 多个店铺，其中 90%的商品来
自中国，已然成为波兰，乃至中东欧国
家中最醒目的“中国符号”之一。

在波兰度过 25 年时光的韩宝华，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国际友好大使”。
过去，他是有口皆碑的“慈善先锋”，
带领“GD”多次向当地警察局、消防
队、教堂、孤儿院等机构捐款捐物。

如 今 ， 他 借 助 “GD” 的 经 济 实
力、社会资源和长期致力公益积累的良
好口碑，尝试推动波兰“靠近”中国。
探索的过程中，滨海城市宁波成为韩宝
华眼中两国合作的重要口岸。在他的努
力下，宁波市侨商会与波兰华沙中国商
城在去年开展的首届中东欧侨领峰会上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宣告两地合作开启
新篇章。

此外，韩宝华还陪同波兰原副总理
兼经贸部长、现“波亚商会”会长扬努士·
别豪钦斯基赴甬参观访问，与市政府领
导和本土企业家进行交流和沟通。“我不
是宁波人，但对宁波有着特殊的情怀。”
韩宝华告诉记者，“我期待宁波和波兰能
携手共进，奠定基础、树立标杆，为中国
和中东欧国家的深入合作创造条件。”

韩宝华：
波兰的“慈善先锋”
宁波的“友好大使”开放大市宁波如何成为中国新标杆？

五轮驱动引领新一轮改革开放

日前，长城战略
咨询合伙人徐苏涛参
加了宁波市第十五届
人大一次会议关于
《政府工作报告》的审
议，作了题为《宁波
的重要使命是引领新
一轮改革开放》 发
言。作为社会智库代
表成为新一届人大代
表。徐苏涛从大局观
与中长期发展着眼，
畅谈宁波未来发展取
向，提出了宁波未来
发展的新视角，即引
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
放。

宁波地处东部沿海，与波兰距离遥
远，为何能够脱颖而出？在韩宝华看
来，虽然相隔千里、互不熟悉，但波兰
和宁波犹如欧亚大陆两端的“远房亲
戚”，有着众多相似点——两地分别毗
邻波罗的海和东海，均已建成国际大
港；两地均重视环保绿化工作，城市绿
化程度分别在中东欧国家和我国江浙地
区名列前茅；此外，宁波云集了大批优
质中小企业，波兰政府也将扶持中小企
业列为重要工作任务，两地的发展目标
一致。

随着波兰加入欧盟、“一带一路”
政策推动中欧班列开通，波兰和宁波终
于迎来了合作共赢的最佳契机，韩宝华
也迅速投入其中，协助搭建政治、经
济、文化交流的桥梁。近年来，波兰的
政要、商贸团体、文艺团体频频访华、
访甬，“GD”还邀请了两位波兰二台的
记者来宁波采风，通过实地考察打破文
化坚冰，为商贸合作创造条件。

如今，两地民间文化交流和商贸合
作愈加频繁，地理位置优越、市场尚未
完全开发的波兰逐渐成为甬城企业家眼
中的“香饽饽”。

“我们面对的是空前有利的国际形
势，中东欧国家对中国商品的海量需求
有了释放的渠道。宁波有着悠久的‘经
商’文化，民营经济发达、制造业基础
雄厚，能够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的
波兰提供有力支持，成为这片‘蓝海市
场’的首批掘金者。”谈及两地携手后
的长远发展，韩宝华充满期待，“未
来，更多宁波的优秀企业和产品将进入
波兰、辐射全欧洲；与此同时，来自欧
洲的高新技术和先进经营理念也将以波
兰为窗口输入宁波。我将继续扮演好

‘国际友好大使’的角色，和‘GD’一
起，为两地的繁荣添砖加瓦。”

郑勇 制图

韩宝华韩宝华 （（徐展新徐展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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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中的东部新城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