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看产品二看订单

“这几天，我们的那款‘故宫
取 暖 器 ’ 已 经 在 很 多 地 方 断 货
了。”昨天，先锋电器市场部负责
人李柯兴奋地告诉记者，这款产品
原本于 2015 年面世，在产品序列
中处于中高端，为线下主推单品，
国美、苏宁、大润发等大卖场的销
量一直不错。但从11月9日起，各
地就有不少市民对着新闻照片去卖
场“按图索骥”，点名要这款产
品，一时间销量大涨，“现在工厂
正在加班加点赶制”。

11月8日下午，中美两国元首
在故宫畅音阁欣赏京剧表演。门口
各摆着一台白色取暖器，这两台取
暖器的生产企业正是咱宁波的先锋
电器。“这款取暖器采用 PTC陶瓷
加热，只需3秒就能在10㎡的室内
以强制对流的方式加热。而其外观
工业设计灵感则来自于“小蛮腰”
之称的广州塔。在李柯看来，先锋
的此次走红并非偶然。先锋电器以

“取暖器专家”为品牌定位，20多
年来一直专注于取暖器技术的研
发，并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成为取
暖器领域的引领者。目前先锋取暖
器出口世界 30 多个发达国家，年
产能 800万台，是全世界最大的取
暖器生产基地之一，同时先锋电器
还是“国家室内加热器标准化工作
组组长单位”，牵头制定了多项取

暖器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牢牢占
据“取暖器一哥”的位置。

如果说，宁波的“故宫取暖
器”让人眼前一亮。紧接着，中美
签下的 2535 亿美元的经贸大单，
则是让A股小伙伴心头一热。

11月9日，东华能源午间公告披
露了与美国企业签署经贸协议的最
新动向。公告称公司与美国UOP有
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关于60万吨/年
丙烷脱氢装置项目的合作谅解备忘
录》。公司规划建设7个丙烷脱氢项
目（包括已建成的项目）将落户于宁
波及连云港等沿海沿江城市，总供
货金额预计将达到2.2亿美元。公告
一出，东华能源股票当天大涨6%。

宁波再一次成为关键词！

三看中美产业合作对标

事实上，来自美国的外资一直
在宁波市场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不仅为税收、就业做出了重要贡
献，同时也带动了对外贸易的快速
发展，促进了技术引进和技术创
新，推动人员交流和人才引进，带
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促进了经济
转型升级，成为促进我市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以去年为例，来自美国的合同
外资为 7.6 亿美元，占全市比重为
9.5%。而此前，联合利华收购沁园
55%的股份，拟在宁波市打造世界
级净水中心。这一双赢事件一直被
各界称道，奉为引进外资的典范。

除了“引进来”，当然还有
“走出去”。10 月 18 日，雅戈尔宣
布正式收购美国知名品牌哈特马克
斯，彰显了宁波服装企业不断提升
的国际竞争力。

哈特马克斯最早是由哈特兄弟
在美国芝加哥创建的一家男装店。
130年来，它获得无数荣耀，始终站
在美式时尚前沿——奥巴马就任美
国第44任总统宣誓典礼时所穿着的
就是该品牌西装。此外，美国五星上
将艾森豪威尔、第40任总统罗纳德·
里根也曾是该品牌的忠实顾客。

雅戈尔董事长李如成信心满满
地表示，收购哈特马克斯后，哈特
马克斯品牌服装在中国市场销售增
长率将远超美国本土市场。

在双向经贸投资往来不断加深
的同时，宁波制造 2025 也正在对

标美国。专家表示，美国制造业创
新中心致力于先进制造技术的开
发、转化与应用，围绕特定先进制
造技术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是世界
上最为领先、最具市场竞争力的成
功实践。作为“中国制造 2025”
首个试点示范城市，宁波要建设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必须“取法乎
上”，对标美国：既要着眼于战略
定位和融资方式，也要在治理模式
和项目运作等方面做足功课，让制
造业创新中心真正成为市场化运
营、可持续发展的智力驱动器。

四看新宁波帮闪耀美利坚

“宁波给人印象深刻，积极向
上充满活力。”宁波日报记者冯瑄
至今仍记得采访美国历史上首位华
裔部长赵小兰时，对方脱口而出的
这句话。那是 2010 年，赵小兰与
父亲赵锡成回到故乡宁波。这对父
女，一个是现任美国福茂航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一个是前任美国
劳工部长。当时，精神矍铄的赵锡
成闻言则补充道：“如果向国内港
口学习，那么宁波将是第一站。”

言犹在耳，时隔 7年，如今宁
波舟山港已是全球首个“9 亿吨”
大 港 ， 正 向 “10 亿 吨 ” 目 标 迈
进。而宁波囡赵小兰则在特朗普就
任美国总统后，成为美国运输部的
首位华裔部长。

除了政界明星，还有商界翘楚。
不久前，一位宁波人也在美获得殊
荣。在全美少数族裔企业发展周上，
特朗普在白宫接见并表彰了董继玲

等成就杰出的少数族裔企业家。
据报道，在 10 位获得“全美

少数族裔企业发展奖”得奖者中，
董继玲获商业领导力奖，是唯一一
名获奖的华裔。董继玲祖籍宁波，
1984 年赴美留学，获加州大学长
堤分校企业管理硕士。此后，她从
加州的基层公务员做起，曾先后获
得美国总统义工奖、杰出公益成就
奖、艾丽斯岛移民奖等诸多奖项。

宁波帮鼎鼎有名，宁波帮人才
济济。

“扒一扒”中美对话中那些宁波元素

见习记者 金鹭

也许是因为对家乡的思念，也
许是出于对烘焙的喜爱，法国人
Samy 决定将最地道的法国味道带
到中国来，于是在四年前开设了宁
波的第一家法国面包房。虽然其中
的过程艰难曲折，但这些已然和宁
波融为一体。

面包+乡愁=Mon Epoque

下午一点的面包房，温热的面
包香气扑面而来，将人团团围住。
隐约间还透着一股麦芽的清香，稍
不留神又会被浓郁的咖啡香所掩
盖。对 Samy 来说，这些都是他故
乡的味道。

Samy 来自法国科西嘉岛，拿
破仑的故乡。十八年前，他的父母
漂洋过海来到宁波这个陌生的城
市，白手起家建起了一家毛毯纺织
厂。几年后，辗转于波兰、加拿
大、北非等地的 Samy 听从了父母
的建议，来宁波接手了这家纺织
厂，开始了在宁波定居的生活。

从没有一个朋友到安定下来，
Samy 渐 渐 有 了 一 同 分 享 面 包 的
人，只是面包里缺少了记忆里的味
道。他说，地道的法式面包仅由

水、盐、面粉、酵母菌四种原料做
成，而当时宁波所谓的“法式面
包”里，都添加了糖分，掩盖了小
麦本身的香味。

“想在宁波也能尝到家乡的味
道，也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们一起
分享地道的法国面包。”抱着这样
的想法，从未开过面包店的 Samy
开始了大胆的尝试。他给自己的面
包 店 取 了 个 好 听 的 名 字 ： Mon
Epoque， 意 为 我 的 时 代 。 Samy
说，就如尝到外婆的菜会想起童年
一般，他想让每个在店里吃过面包
的人都会想起此时此刻度过的美好
时光。

山寨者盗不走的面包魂

墙上的油画、屋顶的镜子、金
色的线条、湖蓝色的橱窗……在装
潢上，Samy 构思了整整一年，在
各个细节上都力争做到完美，仅框
门的颜色，就微调了两个月。终于
在 2015 年初，Mon Epoque 正式
开业。

精心的店面设计、独特的面包
口味让 Mon Epoque 一经开业就
成了家网红店，却也招来了不少

“山寨者”的模仿。“开业短短几个
月，我们就发现有几家店，大到整

体装修风格、配色，小到放置法棍
的竹筐和价目表设计，全都与我的
面包房如出一辙。”Samy无奈地说
道，虽然他和他的合伙人寻求了法
律援助，但结果并不如人意。

“与其花费心思打官司，不如
将更多的时间花在面包品质提升
上 。” 面 对 层 出 不 穷 的 山 寨 者 ，
Samy 暗暗下定了决心。他从法国
招来一位有着 47 年烘焙经验的面
包师，帮他在口味上作调整，并坚
持用不同的面粉来制作口味不同的
面包，而不是仅靠添加剂来区分口
感。

对口味的较真、对品质的严格
把控，帮助 Samy 赢得了大批忠实
客户。“有几位家住附近的居民，
连续一年都在我的面包房里吃早
餐，风雨无阻。”Samy 得意地说
道。

将法国文化传遍甬城

“我从没想过离开宁波，也许
会在这里呆上一辈子。”虽然他的
父母已经在七八年前就回了法国，
但 Samy 并没有离开的打算。在他
眼里，宁波安静、闲适，是最适宜
居住的城市。

十一年来，宁波已经成为了

Samy 的第二故乡。虽然还不会说中
文，但他已经有了个好听的中文名字
——苏三米。闲暇时，他会骑上自行
车，带上他的狗，去文化广场溜达一
圈。在吃的方面，他也很习惯宁波咸
鲜味的海鲜。

这几年，他还走进了惠贞书院、宁
波大学等本地院校，通过现场的面包
制作，把法国独特的面包文化带给了
现场的学生们。“我教他们怎样用法国
的传统制作工艺，从面粉开始，做出羊
角面包、法式长棍等。”Samy从柜子上
翻出了一张张照片，向笔者展示。

据 Samy 透露，明年，Mon Ep-
oque将再开设两家连锁店。经过多年
的筹备，他的法国餐厅也将在三个月
后在 Mon Epoque的隔壁开业迎客。
到时候，宁波市民可以在这里吃到法
国原汁原味的生蚝、烤蜗牛、鹅肝……

“未来，我希望能在饮食文化之
外，将更多的法国文化传递给宁波的
朋友们。”Samy说道。

法国人Samy和他的面包房故事

B4 NINGBO DAILY国际范

往 来

2017年11月1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单玉紫枫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已

发展到相当规模。这在盘点

宁波元素时也不难发现，双

方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

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

张汉东对记者分析称，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

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竞争与

合作交织缠绕，一个负责任

的大国，不仅需要善于处理

合作与竞争，而且应该把这

种良性竞合模式推向全球，

那就是合作共赢，利益平

衡。特朗普执政以来，反复

强调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

希望中国能够进一步开放市

场，并且增加在美的投资。

11 月 10 日，国务院副总理

汪洋在 《人民日报》 上撰

文，称全面开放面临的机遇

和挑战前所未有。这也传递

出一个新的信号，即推行全

方位开放同时，不强求外资

转让技术。

张汉东认为，在这一层

面上，和而不同将成为一段

时间中美关系的主题。而对

广大的宁波企业而言，顺应

大势，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立足转型升级，引进

来、走出去，也就把握了未

来的发展机遇。

顺势而为
全面开放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在宁波

我们的田野,美丽

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

过无边的稻田……”上

周，全国的互联网被这

个“萌萌哒”的视频刷

屏了！11月8日，中美

两国元首夫妇在故宫博

物院茶叙时，特朗普发

动萌娃攻势，秀出了外

孙女阿拉贝拉用中文演

唱歌曲、背 《三字经》

和古诗的视频。

当“美国优先”遇

见“中国梦”，在这样

的背景音乐下，中美签

下了 2535 亿美元的经

贸订单，双方经济联动

性进一步加强。记者也

从这美好瞬间的定格

中，捕捉到闪现的众多

宁波元素——

专 家 观 点

图为2010年本报记者冯瑄 （右） 采访赵锡成、赵小兰父女留影。
（资料图片）

图为美国教师在宁波课堂图为美国教师在宁波课堂。。 （（严龙严龙 摄摄））

大 卖 场 里 ，“ 故 宫 取 暖
器”已贴上断货标识。

（李柯 摄）

图 为
Samy 和他的
面包房。
（金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