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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金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前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利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得力集团
舜宇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元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博集团
宁波君安控股有限公司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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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光荣与梦想的奔跑。
2017 年，宁波深入践行“八八

战略”，全力全速推进“六争攻坚、三
年攀高”行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全市经济运行呈现

“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然而，宁波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还存在不少短板。

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保
护好、培育好宁波的民营企业是宁
波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为
了从总体上把握全市上规模民营企
业发展水平与趋势，近年来,宁波
市工商联对我市上规模民企连续开
展了 20 次调研。根据自愿原则，
今年，2017 年度营业收入总额在 5
亿元人民币 （含） 以上的 171 家民
企参与调研。

调查结果显示，171 家上规模
民企总体保持成长势头，发展态势
良好，营业收入、纳税额、净利润
等指标稳步增长，成为宁波经济创
新发展的重要力量。171 家企业营
业收入共计 10393.85亿元，同比增
长了22.64%。与此同时，上规模民
企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加强，在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社会公益事业、
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和防治污染等
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企转型升级“加速跑”
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近年，宁波企业迎来最大技术
升级及产业转型浪潮。

2017 年，171 家企业中有 126
家经历了转型升级，占比 73.68%。
其中有 80 家明显加快转型升级步
伐，占比46.78%。企业的转型导向
也更为明确，有 60 家企业针对自
身的发展阶段作了战略和发展规划
调整，36家企业对生产组织方式作
出了调整，更多的企业则是对质量
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去年初，博威集团成功切入高
端电子应用，顺利转型为电子材料
供应商，通过输出自有技术获取更
高的产品附加值。目前，各种类高
端产品已实现批量供货，新产品也
处于研发和储备过程中。

博威是企业加快实施品牌升级
的典型个案。不少企业以品牌为切
口，或创立子品牌，通过多元化发
展以覆盖更多年龄层的需求；或从
单纯的制造业来料加工企业定位，
转向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的创新
型企业定位；或从传统的线下渠道
扩展到了线上移动端，形成了全渠
道营销的方式。

“不论是从内涵、定位还是渠
道，都是实施品牌升级战略的重要
途径。”业内人士分析。近年来，
雅戈尔的 MAYOR 系列、广博的
KINBOR 系列、博洋的德玛纳系
列、太平鸟的乐町系列等都已得到
市场的认可。以电器生产为主的吉
德以网络渠道为试点，针对网购人
群的消费特点，推出“特供”产
品，实现精准营销。

在加快品牌升级的同时，宁波
企业更加注重商标管理。171 家企
业中有 127 家拥有国内注册商标共
计 7836 个，其中 20 家企业在国内
注册的商标超过 100 个。这些自有
商标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根
据调研数据，171 家企业自有商标
产品在 2017 年平均贡献了 77.90%
的产品总收入。

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不难发
现，“十三五”规划将战略性新兴
产业摆在了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
的位置，引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方向。

171 家企业中，有 46 家企业进
入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
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
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能源产
业；有 17 家企业进入了资本、技术
密集型行业；23 家则选择进入现代
服务业。其中，维科集团、富邦集
团、宏润建设等 10 家企业同时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
型产业转型；龙元建设则选择同时
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

智能制造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新
引擎。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
的深化应用，上规模民企积极运用
新兴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
产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
171 家企业中共有 155 家企业进行
了数字化改造，占比90.64 %，同
时衍生出商业模式创新、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四个维度
的变革。

“企业的智能化主要体现在生
产过程和产品上。”有专家表示。
前年，雅戈尔投资 1亿元，自主设
计整套 MES 系统，目前已经能够
实现单套西服工业化定制；2016年
奥克斯耗费23.9亿元建成了面积为
35万方的空调智能工厂，今年预计
总产能突破 2200 万套，整体交期
缩短 30%；海天集团旗下的海天塑
机已经实现了从注塑装备到注塑生
产组织过程的数字化、总线化、信
息化。

与此同时，传统行业与互联网
的融合也颠覆了旧有的商业模式。
企业利用数据可以打造工业物联
网、网络协同化创新，构建基于互
联网的开放、协同研发模式。

加快转型升级更离不开现代企
业制度的建立和健全。调研显示，
171 家企业中有 148 家企业已执行

现代企业制度（占比 86.55%），确保
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创新引领提升竞争力
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

宁波肩负着为浙江乃至全国制
造业创新发展、由大到强探索新路
径的重要使命。此刻的宁波企业，
对高水平研发机构和科研人才的需
求，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过去一年，我市上规模民企积
极参与“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
动，加大科研投入。171 家企业共
计投入研发费用 164.34亿元，同比
增长35.56%，远远超过全国企业研
发经费的增长速度。

宁波企业的自主研发实力稳步
提高。去年 171家企业中有 129家企
业已具备自主开发和研制能力，占
比达 75.44%。江丰电子是中国首个
自主研发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用超
高纯金属溅射靶材的企业。其生产
的靶材成功打破了美国、日本跨国
公司的垄断格局，填补了国内空白。

越来越多的企业紧密结合产学
研解决自身的“技术制约之痛”。
171 家企业中有 112 家企业与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开展合作，包括共
建学科专业、共建研发机构、开展
项目合作等多种形式。其中有 60
家企业认为收获很大，能够给企业
带来实质性收益。产学研模式的成
果和作用逐渐显现。

博洋集团与北京服装学院、中
国美术学院、浙江理工大学等多所
院校已经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
包括安排在职客座教授对院校学生
开设专项课程、定期邀请学生参与
博洋产品的设计与研发，选派毕业
生在博洋的项目里完成毕业实习。
2018年，博洋家纺与意大利马兰欧
尼时装设计学院签约，宣布启动国
际时尚纺织服装产业校企合作计
划，开创宁波服装企业开展境外大
规模产学研合作的先河。

随着研发能力的提升，甬企的
技术水平不断“升级”。171家企业
中共有 95 家企业旗下拥有高新技
术企业，占比55.56%。双林集团包
括集团本部和下属公司共有 10 家
获得了高新技术认定，富邦集团和
海天塑机分别拥有9家和8家。

专利方面，共有 123 家企业拥
有国内有效专利，总计 16324 项，

其中有效发明专利 2746 项。奥克
斯在专利研发方面，最具竞争优
势 ， 已 取 得 2634 项 国 内 有 效 专
利，其中有效发明专利 250 项。另
有 25 家企业已取得海外有效专利
共计 1162 项，其中有效发明 312
项。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更是打
破垄断提升行业话语权的根本。”
报告显示，宁波企业的行业话语权
持续加强。171 家企业中共有 31 家
企业分别牵头制定国际标准、国家
或行业标准，占比 18.13%；有 68 家
参与制定相关准标，占比39.77%。

其中，龙元建设、方太厨具、
百隆东方、韵升股份牵头制定国际
标准各 1项，博威集团牵头制定国
内标准达 15 项，贝发集团牵头制
定行业标准 11 项。舜宇集团和东
力控股参与制定国家标准高达 43
项和 37 项。同时，宁波上规模民
企主动参与行业组织的成立。先锋
电器牵头设立了相关领域的创新联
盟；得力集团参与设立的行业组织
数量高达27个。

人才是发展的根本。在全国
“抢人”大战中，我市上规模民企
积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171家
企业研发人员占员工总人数比例平
均在 12%以上。其中比例在 10%以
上的有 90 家，占比 53.2%，同比提
高 了 12 个 百 分 点 。 建 新 赵 氏 集
团、三生 （中国）、宁波容百和王
龙科技这四家企业的研发人员比例
最为突出，均高于30%。

34家企业还设立了博士后工作
站，吸引更优质的人才加入各自团
队。其中已设立国家级院士工作站
的企业有均胜集团、海通食品等；
设立省级院士工作站的有君禾泵
业、东方日升、宁波东力等企业。

多措并举谋改革促发展
为“一带一路”贡献力量

民营企业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
重要力量，也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活力源泉。

2017年，我市上规模民企积极
践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三
去一降一补”。171家企业中，去产
能方面，80家企业未遇到产能过剩
问题，有 49 家企业主动转型升级
化解过剩产能；去库存方面，128

家企业的库存规模一直保持在合理
水平；去杠杆方面，52家企业杠杆
率保持合理水平，52家主动采取措
施降低企业杠杆率。

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大环境下，
宁波上规模民企也正积极地调整经
营战略，通过不同的手段逐步降低
资产负债率，保证资金流动性。
171 家企业中，有 100 家企业选择
专注实体经济发展，稳扎稳打，降
低金融风险；71 家企业积极降低
财务杠杆，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减少融资成本与债务负担；78 家
企业优化自身资产结构，提高资
本效率。

军民融合战略是民企创新发展
的重要机遇。宁波上规模民企在

“民参军”方面发挥着主体优势。
171家企业中有 15家企业已经率先
参与军民融合产业，参与的领域主
要包括国防要求的基础设施建设、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维修和军队后勤
保障。

爱伊美从 2006 年起就参与军
品生产，先后被总后军需物资油料
部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列为服
装生产定点企业，积极参与了军官
服装、士兵服装和军官面料的研发
与生产，为部队跨区供给提供保障。

除纺织服装外，宁波军民融合
的产业正在向高端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领域延伸。2017年 9月，华茂集团
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
207 所合作成立了“光电特性评估
联合重点实验室”，重点推广无人
驾驶产品；宁波如意股份进入军用
设备生产领域也有近 5年时间，目
前正在积极地将新的仓储设备技术
应用到军用领域，实现军用设备的
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

军民融合的另一个方面是“军
转民”。市经信委、市财政局出台
了 《宁波市加快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实施细则》，鼓励企业提高“军转
民”“民参军”协调创新能力。调
研显示，有 30 家企业有意向参与
军民融合，占比17.54%。

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
市，宁波企业“走出去”一直位居全
国同类城市前列。171 家企业出口
总额为 210.92亿元，户均出口额在
12334.67万元，同比增长了26.8%。

从 外 延 式 发 展 的 方 式 来 看 ，
“产品和服务出口”依然是企业
“走出去”的主要方式，共有 78
家，占比45.61%；参与境外直接投
资项目的企业共有 51 家，包括在
海外新设公司 （30家） 和参与国际
并购 （14 家），分别占比 17.54%和
8.19%。其他形式包括对外工程承
包和对外劳务合作共有21家。

海外投资的市场选择也较为集
中。亚洲贸易往来最频繁的是中国
香港地区，其次是日本和越南；欧
洲主要分布在德国、比利时；美洲
主要布局美国、墨西哥两国市场；
非洲和大洋洲贸易往来相对较少。
2017年，东方日升和得力集团参与
海外投资项目最多，分别有13个和
10个项目。

从参与的项目内容来看，海外
投资形式以对外投资办厂、建立国
际 营 销 网 络 和 物 流 服 务 网 络 为
主，目的是企业在加强海外市场
拓展的同时，能够实现销售配套
服 务 。 另 外 均 胜 电 子 、 华 翔 集
团、得力集团、利时集团、一彬
电子、海天塑机、舜宇集团、宁
波容百均等 8家企业在海外设有技
术研发实验室。

“甬家军”领跑城市高质量发展
——《2017年度宁波市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报告》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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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76
85
88
189
210
216
220
274
276
288
301
326
333
415
429
492

企业名称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金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前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利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得力集团
舜宇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元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博集团

2017年度
营业收入总额（万元）

7830148
7059927
6654041
6493012
3798145
3407529
3380633
3306624
2660560
2653455
2582437
2497705
2308832
2243958
1833476
1801934
157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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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9
41
161
163
186
191
286
294
297
310
316
363
372
391
458
459
463
467

企业名称

宁波金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利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得力集团
舜宇集团有限公司

广博集团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龙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宁波远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罗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富德能源有限公司

2017年度
营业收入总额（万元）

7059927
6654041
6493012
2660560
2653455
2308832
2243958
1577296
1527109
1509908
1423220
1404529
1180421
1145175
1067023
835954
835269
830965
818913

2018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强宁波市入围企业

序号

1
2
3
4
5

排名

25
57
60
77
85

企业名称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前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东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度
营业收入总额（万元）

7830148
3798145
3407529
2582437
2497705

2018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
100强宁波市入围企业

2018宁波市民营企业50强
（根据参与2018宁波市上规模民企调研企业营业收入总额排序）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宁波滕头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远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罗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富德能源有限公司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双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世茂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兴业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一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宁化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晶圆贸易有限公司
建新赵氏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华营能源有限公司
浙江华联商厦有限公司

宁波住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生（中国）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宁波申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45175
1067023
880708
835954
835269
830965
818913
815717
812724
694042
595221
592509
563377
525783
435929
435060
387031
354095
330131
297260
288406
268463
256273
240000
231936

排序 企业名称
2017年度

营业收入总额（万元）

记者 冯瑄 通讯员 商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