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新则经济强”。产业转型
升级，是一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中之重。

“独角兽”企业实现零的突
破；50 家宁波市制造业单项冠军
示范企业亮相；鄞州和北仑入选省
级集成电路产业基地……

在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
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宁波正以“产
业争先”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加
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眼下最需培育“独角
兽”企业，还是瞪羚企业？

“胡润研究院发布的独角兽榜
单中，宁波没有一家企业入榜，显
示了宁波新兴产业底子薄弱”“宁
波首家独角兽企业诞生!知豆汽车
估值超 12 亿美元”……最近一段
时间，关于“独角兽”的话题在宁
波朋友圈炸开了锅。

“甬派这几天在报道宁波没有
独角兽的问题，我觉得宁波不是没
有，而是企业太低调！”3月16日，江
北区委书记华伟在赴赛特威尔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调研时表示：“赛特威
尔就是独角兽，我非常看好！”

成 立 于 2010 年 的 “ 赛 特 威
尔”，仅用七年时间就成为全球独
立式报警器行业的佼佼者。目前，德
国、法国、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大
部分家庭在使用着该公司生产的报
警器。而在 2016 年之前，网络上几
乎搜索不到关于该公司的信息。

“赛特威尔”是宁波制造业隐

形冠军的一个缩影。市经信委的报
告显示，2017 年市本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培育企业有 162家，其中市
场占有率全国第一的超过半数，全
国前三的超过八成。

在藏龙卧虎的宁波制造界，究
竟有几家符合“独角兽”企业标
准？记者从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
究所等单位最近发布的 《2017 年
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 中获
悉，2017 年共有 164 家“独角兽”
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互联
网金融、医疗健康、大数据与云计
算等领域。“由于所处行业原因，
低调的‘甬家军’在估值这项上存
在短板，因此上榜家数稀少。”蓝
源资本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专家认为，相对“独角兽”
企业，宁波眼下更需要培育和打造
一大批瞪羚企业。市科技局相关人
士解释，瞪羚企业这一名称最早来
源于美国硅谷，是指创业后跨过死
亡谷，进入高成长期的中小企业。
从 2002 年 起 ， 北 京 、 深 圳 、 杭
州、苏州等地先后实施了“瞪羚计
划”，成为创业板上市企业梯队培
育的主通道。

对瞪羚企业的培育，宁波相对
上述城市显然慢了一拍。2012年 3
月，我市首次确定 100家左右企业
纳入“高成长计划”进行重点扶
持，培育期为三年。随后，来自新
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一代信
息技术、节能环保、生命健康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 125 家企业，
成为首批列入培育计划的瞪羚企
业。目前，美康生物、宁波高发、

舜宇光学等多家瞪羚企业已提前出
线，或成功上市，或销售规模跃上
十亿甚至百亿量级。

“我们认为，宁波要实施‘初
创-瞪羚-独角兽’的创新型企业
梯队培育计划，针对中小企业众多
的特点，培育企业规模可以适当放
宽，聚焦一批呈跳跃式发展态势的
瞪羚企业。”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相关人士建议道。

发展新产业，是亦步
亦趋还是抢“头雁”？

“独角兽”企业一般具有跨界
融合、行业颠覆性和高成长性等特
点，部分企业在带动传统产业转
型、新经济发展及行业创新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比如，依靠人工智能
而崛起的“独角兽”京东金融，在
美国硅谷成立了国际领先的人工智
能实验室，来自亚马逊的首席科学
家薄列峰博士等纷纷加盟，其人工
智能应用站上世界前沿。

这些年，宁波高新技术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但在制
造业中的占比还比较低。特别是在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目前发
展才起步。

作为后起者，宁波如何奋起直
追？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郑栅洁提
出，宁波要主动对接国家大数据战
略，大力发展智能终端产业以及软
件、芯片、人工智能、大数据、新
材料五大智能支撑产业，使智能经
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宁波要充分用好‘雁阵效
应’，举全市之力招引新产业的

‘头雁’。”专家认为，大型企业和
标志性企业关联度高、聚集效应
强，一旦引进落户，就能吸引大量
后续配套企业和项目进驻，从而激
活一个新产业。

这方面，重庆、成都等城市已
有先例可鉴。早在 2005 年，重庆
市政府就与全球笔记本电脑龙头企
业惠普签订合作协议。12 年来，
重庆引进了惠普全球软件服务中
心、全球测试服务中心等项目，去
年笔记本电脑出口总量达到4856.9
万台，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
生产基地。

专家认为，宁波在发展新产业
时绝不能亦步亦趋，而是要放眼全
球，以战略眼光进行超前布局。以
芯片领域为例，我国芯片进口花费
已经连续两年超过原油，过去十年
累计耗资高达1.8万亿美元。“不断
提升的芯片进口依赖度，催促着国
内企业在相关领域尽快实现技术突
破，这是一个万亿级的巨大市场。”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去
年 8 月，宁波牵手国内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
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共同建设规划面积 20 平方
公里的芯港小镇。截至目前，已有
9 个集成电路产业项目确定落户，
计划总投资超 200 亿元。“这些重
大项目将有效促进宁波集成电路产
业链的整合，带动汽车电子、智能
家 电 、 装 备 制 造 等 产 业 快 速 发
展。”市经信委有关人士表示。

发展新产业，需要引进更多的
“头雁”：在象山，宁波正与航天科
工集团合作共建国家级云制造示范
基地，共同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云
制造创新中心；在奉化，由美国科
罗拉多大学终身教授杨荣贵领衔的
世界级降温薄膜项目刚刚落户，一
个百亿级平台呼之欲出……

升级传统产业，优势
再造还是另辟蹊径？

再过两个月，雅戈尔服装车间
的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将初步成

型。“我又下海了，现在亲自抓品
牌服装板块。”雅戈尔集团董事长
李如成说。在他背后，是雅戈尔斥
资 7亿元打造世界一流服装智能工
厂、投资百亿元重塑营销渠道的服
装主业新蓝图。

2月27日，位于鄞州区姜山镇
的奥克斯智能车间全线开工。走进
几万平方米的厂房，机声隆隆，流
水线忙个不停，却几乎看不见工人
的身影。近三年来，奥克斯空调年
产能从 480 万套提升到 1200 万套，
产能增加 1.5 倍，人力只增长了
40%。

雅戈尔和奥克斯，是宁波传统
产业的典型代表，两家企业转型路
径虽有不同，但殊途同归——优势
再造。

那么，传统产业的企业“凤凰
涅槃”，是不是只有一种路径？答
案当然是“否”。汽车产业的智能
化道路，也许最有说服力。

2017 年 11 月 15 日，科技部召
开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暨重大
科技项目启动会，宣布首批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名单，
BAT （百度、阿里、腾讯） 和科大
讯飞入选，其中依托百度公司建设
自动驾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有预测称，2030 年，
智能汽车及其延伸产业的市场规模
总计将达13.7万亿美元。

面对这块巨大的蛋糕，宁波汽
车产业如何加快结构调整？专注铝
合金等精密机械加工的旭升股份，
通过延伸产业链，由模具制造商转
型 为 特 斯 拉 产 品 供 应 商 。 2016
年，公司拿下了 Tesla Model 3
变速箱箱体的订单。均胜电子积极
进军汽车安全系统、ADAS和车联
网等智能汽车关键领域，成功实现
了逆袭。

“宁波有 4000多家汽车零配件
企业，产品门类齐全，可以说，组
装一辆整车所需的配件在宁波市场
均可以找到。”宁波市发展规划研
究院综合经济部主任孙立锋说，

“但是，汽车轻量化和智能化是发
展趋势，如果对即将到来的变化认
识不足，宁波汽车产业未来很可能
陷入产能严重过剩的窘境。”

在世界科技革命的大潮面前，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不能仅仅局限
于优势再造一种路径。市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农贵新认为，传
统产业的企业既要有壮士断腕的勇
气，更要关注前沿变化，将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
用渗透到设计、研发、制造、营
销、服务等各个环节。另一方面，
宁波相关职能部门也要在产
业规划、政策制订等方面，
开展前瞻性的安排，发挥

“四两拨千斤”的引领作用。

“独角兽”企业，是指成
立 10 年以内、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获得过私募投资且

尚未上市的企业。

独角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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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争先，宁波如何“争”得先机？
——三道选择题背后的转型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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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发问区块链：

“超级账本”能为宁波带来什么？

B3“一院一中心”落户

宁海背后的故事

编者按

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代表团审议时，多
次就高质量发展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图景愈发清晰。

宁波如何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突出“改革强市、创新强市、
开放强市、人才强市”，加快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开
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今起，本版推出“聚焦高质量发展·八问宁波
怎么干”系列报道，围绕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改革开放、有效投
资、人才战略、城市品质、乡村振兴等经济发展的几个关键词，探寻
宁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思路，敬请关注。

聚焦高质量发展

八问宁波怎么干①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副研究员、财政部财政科学
研究所财政学博士后钱斌
华：一方面，宁波要在智能
经济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等
方 面 做 优 做 强 ， 瞄 准 新 材
料、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
技术等战略引领产业和石墨
烯等细分行业，培育一批行
业骨干、“单项冠军”，形成
新的工业经济增长极。另一
方面，宁波要聚焦传统产业
提升，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
升级，实现传统产业与新一
代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的深
度融合，加快石化产业绿色
化、服装产业时尚化、家电
产业智能化和消费品品质化
进程；针对服装、文具、家
电等优势产业，宁波应推广
个性化定制以及网络化协同
制造，实现传统制造企业与
互联网企业、信息技术服务
企业的跨界融合。

“生意帮”创始人纪鸿
聪：宁波有门类齐全的制造
业 ， 有 世 界 领 先 的 港 口 物
流，雄厚的民间资本以及遍
布全球的宁波帮，宁波的这
些家底如何在新时代里找到
新定位呢？我觉得现在的宁
波产业发展缺的是催化剂，
是信心，是观念，是决心，
抢先一步布局新产业，尽早
与北上深广接轨。

◆宁波要实施“初创-瞪羚-独角兽”的创新型企业
梯队培育计划，针对中小企业众多的特点，培育企业规模
可以适当放宽，聚焦一批呈跳跃式发展态势的瞪羚企业。

◆宁波要充分用好“雁阵效应”，举全市之力招引新
产业的“头雁”。

◆传统产业的企业既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更要关
注前沿变化，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渗透到设计、研发、制造、营销、服务等各个环节。

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可扫
码以上二维码入群，欢迎参与
互动交流。

“八问宁波”讨论群

机器人成为传统产业转型的催化剂。 （俞永均 摄）

宁波首家“独角兽”企业知豆汽车生产车间。 （企业供图）本报记者 俞永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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