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产业，也
不是夕阳产业。”在宁波，以方太
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企业用自身实践
证明了传统产业的新优势。

方太集团研发的一款水槽洗碗
机，上市 1年多来，在国内洗碗机
市场占有率超过 22%。“研发这款
产 品 ， 我 们 走 访 了 25 个 城 市 的
1000多户家庭，概念方案设计 186
个，全面原型机测试 86次。”方太
集团董事长茅忠群说。

与方太相比，地处海曙古林的
龙升制衣虽名不见经传，但改造提
升同样精彩。这家创办才 11 年的
纺织服装企业，员工从 30 人发展
到 1500 人，其中设计、研发和技
术等人员占比近三分之二。龙升制
衣引起业界关注的是，它生产的沙
滩装居然卖到了 1000 美金；在澳
洲运动健身服饰市场，它的市场份
额达到一半以上。

一个月前，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车俊在出席全省传统制
造业改造提升工作推进大会时强
调，推进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就
是要努力打造浙江制造的产业新优
势、企业新优势、产品新优势和创
新新优势，形成一批超千亿级的传
统产业集群、百亿级的龙头企业、
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和国际驰
名品牌。

从“宁波装”到“家电甬家军”

革新之路星光璀璨

宁波是工业大市，也是传统制
造业的“摇篮”，纺织服装、化工
化纤、家电、文具等产业享誉全
国。让我们先来看宁波四张名片之
一的“宁波装”——

《宁波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报
告》 显示，目前宁波有 1万多家纺
织服装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900 多家，年工业生产总值超过
1500 亿元。2015 年，全市纺织服
装行业从业人员有 23.23 万人，出
口交货值达到 419亿元，利润总额
为 68 亿元。宁波纺织服装企业注
册品牌有 3000 多个，其中中国名
牌20个，驰名商标25个。

近年来，雅戈尓、杉杉、太平
鸟等服装龙头企业纷纷加强品牌和
渠道建设，逆势谋划布局国内市
场。杉杉集团推出新品牌抢占二三
线城市的快时尚消费群体，主攻浙
江、苏南等区域；太平鸟集团“狂
砸”3.5 亿元开实体店，增加店铺
500 家；申洲集团旗下的马威则重
点与万达集团合作，两年内将开出
100家直营店。

宁波服装新锐不甘示弱。就在
实体店、百货公司纷纷遭遇“倒闭
潮”的时候，斐戈集团在位于杭州
市中心的银泰百货开出了省城第一
家旗舰店，打响了以全新形象大力
拓展国内市场的“第一枪”。

纺织服装企业“触电”力度更
大。博洋集团的服装服饰、家纺品
牌曾创下日销售额 1.2 亿元的纪
录，宁波男装品牌 GXG 的日销售
额也达到8773万元。

在纺织服装产业加快转型升级
和创新的同时，曾与广东顺德、山东
青岛齐名的中国家电“甬家军”也吹
响了全面改造提升的冲锋号——

在全国空调十强企业奥克斯集
团，今年喜讯不断：前 7个月，集

团 在 宁 波 的 工 业 产 值 同 比 增 长
39%；奥克斯空调出口额增速保持
60%以上，出口额位居行业第三。

“今年由于对智能空调市场预判不
足，导致全面断货。”奥克斯集团董
事长郑坚江有点自责地说。

去年 11月，奥克斯已经悄悄做
了一件大事：投资 23.9 亿元的智能
空调项目生产基地开工，今年年底
将全面投产。未来 3年，该集团还将
在智能工厂上再投资 100 亿元，继
续新建 2-3 个工业基地，打造成为

空调产业智能一体化的领军企业。
方太厨具坚持走“专业化、高档

化、精品化”之路。“家电企业每年将
销售收入的 2%到 3%用于技术研发
已属不易，而我们坚持每年将销售
收入的 5%用于厨电产品及技术研
发。”茅忠群说，20 多年来，方太从
未停止过创新的步伐，谱写了厨电
产业的科技蓝图。截至今年 8月底，
方太拥有专利 1052项，其中发明专
利215项。

作为我市重点传统制造业的代
表，“宁波装”和宁波家电都曾经书
写过辉煌历史。现在，这两个行业依
然“藏龙卧虎”。记者在 2017宁波市
制造业百强企业榜单中发现，制造
业前 20强中，来自这两个行业的企
业占了六席，分别是奥克斯、维科控
股、申洲针织、博洋控股、罗蒙和方
太厨具。

“宁波装”和宁波家电的革新，
预示着宁波传统制造业的浴火重生
正悄然来临。

精准聚焦9大重点行业

打好改造提升硬仗

上个月，省政府印发《浙江省全
面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行动计划

（2017—2020 年）》，提出“力争通过
4 年努力”，实现“重点传统制造业
在国际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地位
明显提升，基本建成全国传统制造
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同时，省政府
确定在 21个县（市、区）开展分行业
省级试点，海曙区服装制造业、北仑
区化工制造业列入分行业省级试
点。

日前，市经信委牵头编制了《宁
波市全面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实施
方案（2017-2020年）》，今年重点启
动纺织服装、化工、橡胶塑料制品、
文教用品、家用电器、有色和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化学纤维、非金
属矿物制品、农副食品加工等 9 个
重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提升。该方
案提出，到 2020 年，宁波传统制造
业质量效益明显提升，创新能力不
断增强，智能制造水平大幅提升，成
为全省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示范
城市和全国一流的制造强市。

那么，宁波如何打好这场传统
制造业全面改造提升硬仗?

“以纺织服装、家用电器为代表
的传统制造业，是宁波工业之基石，
其改造提升必须与工业‘十三五’规
划和‘中国制造 2025’宁波行动纲
要等政策有机衔接。”市发展规划研
究院有关专家表示，在改造提升过
程中，要坚持传统与新兴、转型与升
级、龙头企业与产业集群“并重”。

“十三五”期间，宁波将建设
“3511”产业体系，即以新材料、高端
装备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三

大战略引领产业，以汽车制造、绿色
石化、纺织服装、智能家电、清洁能
源等为代表的五大传统优势产业，
积极培育一批新兴增长产业和一批
生产性服务业。

“石化、纺织服装、家电产业改
造提升，必须与‘3511’新型产业体
系相衔接。”专家指出，如家用电器
制造业要向品牌化、智能化、功能化
和节能环保方向发展，打造具有较
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家电产业基
地，加快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跨界
融合。

“纺织服装企业要跟得上时代
步伐，就得形成创新系统，将创新产
业链从原料延伸到加工，直至最后
的制成品，然后向装备和自动化转

移。”针对海曙服装制造业列入分行
业省级试点，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建
勇支招说，海曙要推动服装制造业
向时尚化、个性化、精品化方向发
展，加快服装企业由大规模标准化
生产向柔性化、个性化定制等服务
型制造转变，推动纺织制造业向高
端、智能、绿色、协同创新方向发
展。

此外，我市传统制造业改造提
升 过 程 中 ， 要 积 极 做 好 “ 机 器
人+”“互联网+”文章，加快推进
智能制造；加强研究开发和设计创
新，加快科技创新；深化“标准
化+”，抓好品牌创建，加快实施
品牌战略；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加
快股改上市，加快提升管理水平；
以“走出去”为着力点加快对接全

球市场，以“电商换市”为突破口无
缝对接线上市场，加快推进市场拓
展。

突出“强”字再造传统优势

千亿集群创新出发

从省委、省政府的一系列决策部
署看，推进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旨
在形成一批超千亿级的传统产业集
群。

放眼宁波，少数传统制造业已经
跻身或即将迈入千亿级集群。

据了解，今年我市启动改造提升
的9个传统制造行业，2016年度规模
以 上 企 业 有 2814 家 ， 工 业 总 产 值
5381 亿元，占全市工业规上企业总
数、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为 38.5%
和 37.4%。其中，纺织服装、化工行
业产值早已超千亿元。如果考虑规下
企业，宁波家电产业总产值也突破千
亿元。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三处处
长、副研究员农贵新认为，宁波可把
传统制造业列入千亿级产业培育和打
造的重点，并巩固做强现有的千亿级
传统产业集群。“若要在五年左右成
功培育千亿级产业，必须具备万亿级
的市场空间、百亿级的产业基础、良
好的产业生态，同时有一批百亿级的
龙头企业、中高端的企业集群等因素
支撑。”农贵新说。

国际和国内发达城市的经验证
明，培育和打造千亿级产业，可以帮
助企业降低信息交流、物流等成本，
实现集群效应。同时，通过乘数效应
推动其他产业的增长，即在自身产业
实现快速倍增的同时，为城市引入创
新资源，带动整个城市实现产业结构
优化。

“眼下，宁波主攻的八大细分行
业有些并不具备冲千亿的条件，有些
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相比之下，
具有扎实产业基础和市场空间的部分
传统产业，却能够担当‘增长极效
应’的千亿产业集群重任。”专家表
示。

在新的形势下，宁波如何再造传
统优势，创新出发？

具有 30 多年历史的铜加工制造
企业“金田铜业”，其创新促转型的
探索具有典型意义。目前，该公司拥
有 71 项国家发明专利，主持和参与
制订国标、行业标准16项。今年1月
至 8 月，“金田铜业”实现销售收入
490 亿元，铜加工总量超过 50 万吨，
几项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超过 40%。

“我们坚信，科技投入的力度等于创
新的速度、转型的速度。”宁波金田
铜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楼
国强自豪地说。

立足传统优势，通过“创新+”
再造竞争新优势。专家建议，政府应
通过“互联网+”、科技革命、跨业
并购等“创新+”支持，扶持传统优
势龙头企业及企业集群转型发展，促
进传统优势产业成为新的千亿级产
业。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突出‘强’字，支持推动广大企业破难
题，不断提高传统制造业高新化、智能
化、绿色化水平，打赢传统制造业改造
提升这场硬仗。”省委副书记、
省长袁家军如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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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亿集群 凤凰涅槃
——对宁波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的调查

宁波是工业大
市，也是传统

制造业的“摇篮”，
纺织服装、化工化
纤、家电、文具等产
业享誉全国。眼下，
宁波传统制造业正在
经历浴火重生，创新
出发，自觉担当“增
长极效应”的千亿产
业集群重任。

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车俊：
推进传统制造业改造
提升，就是要努力打
造浙江制造的产业新
优势、企业新优势、
产品新优势和创新新
优势，形成一批超千
亿级的传统产业集
群、百亿级的龙头企
业、细分市场的“隐
形冠军”和国际驰名
品牌。

省委副书记、省
长袁家军：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突出“强”字，支持推
动广大企业破难题，
不断提高传统制造业
高新化、智能化、绿色
化水平，打赢传统制
造业改造提升这场硬
仗。

织造车间内，女工正在为一批即将发往意大利的人造毛皮进行提花坯布作业。 （徐能 摄）

奥克斯空调铜管焊接现场
（资料图片）

十大抓手改造提升
传统制造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