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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鹭

动漫 IP，指的是动漫形象
的知识产权。对于服装企业来
说，花高价购买一个动漫 IP 是
否值得？

前天上午，由宁波动漫行业
协会主办的“动漫授权与服装产
业融合发布会”在国际会展中心
4号馆举办。围绕如何通过动漫
IP“赚钱”的问题，专家与宁波
服装企业负责人们展开了探讨。

“初创期的服装企业不妨试
试免费的公共 IP，如 西 游 记 、
三国人物、美人鱼、白雪公主

等。”在动漫行业深耕十余年的盛
道 咨 询 集 团 顾 问 闵 亮 在 会 上 表
示。这类公共 IP 通常也是“超级
IP”，知名度极高，积累了较多粉
丝。

除了公共 IP，宁波服装企业
也可尝试与本土动漫结合。据市动
漫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宁波动漫产业已基本形成了集动
漫创意、设计、后期制作、发行等
于一体的比较完善的动漫产业链。
截至目前，全市有动漫企业 60 多
家，推出了动画片 《少年阿凡提》

《布袋小和尚》 等一批优秀精品力
作。

“服装+动漫IP”
如何催生“爆款”作品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几天
前，宁波多家培训机构官微转发了
一则 《2019 年华罗庚金杯研学行
活动的通知》，纷纷以“华杯赛官
宣回归？”为题，提醒家长注意。
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仅家
长们的讨论很热烈，也引发了教育
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

19 日下午，记者得到市教育
局回复：华杯赛以研学活动名义行
测试竞赛之实，目前教育部和省教
育厅均没有审批和备案。经研究决
定，宁波区域内的所有培训机构在
未接到当地教育部门正式通知之

前，不得组织和参与该研学活动，
违者一律列入黑名单，并按有关法
律法规对其进行处置。

市教育局还希望各民办培训机
构互相转告，严格执行到位。

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
简称华杯赛，是全国性大型少年
数学竞赛活动。截至目前，华杯
赛已举办完成了 23 届。此前，教
育部下达奥数禁赛令后，原定于
今年 3 月 10 日举办的 23 届华杯赛
决赛暂缓举行。2月初，宁波也发
布了 《关于第二十三届华杯赛复
赛宁波市区考点停赛通知》。此事

在当时也引起了甬城家长的普遍
关注。以往，睿达杯、希望杯、
世奥赛、华杯赛是宁波孩子参与
比较多的奥数赛事。在这四大赛
事中，家长们普遍比较看重华杯
赛。因为它是全国性的大型比赛，
是奥数比赛中的标杆性赛事，含金
量高。前些天，这一研学通知让不
少宁波家长不淡定，纠结要不要参
与。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各类
杯赛对小升初的作用已经弱化，
奥数杯赛奖项可成为民办初中招
生的敲门砖的说法已不复存在。

今年，宁波市本级小升初采用摇
号+面试、自主招生这两种途径，
在报名时各学校也不得设置奥赛获
奖的门槛。

前天记者电话采访了市教育局
相关处室负责人。他表示，研学活
动是走出课堂、开阔学生视野的活
动，不是测试。若要举办跨区域的
相关活动也需要到当地教育行政部
门备案。目前，市教育局未接到活
动方的备案，所以禁止甬城各大培
训机构参与这一活动。同时，他也
提醒家长要仔细甄别，理性对待此
类研学活动。

华杯赛换个“马甲”回归？
市教育局回复：培训机构不能组织参与该研学,违者一律列入黑名单！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陈巧巧 王莫） 有人近期在社交媒
体上公布了一组视频和图片，称在
象山高塘岛乡一码头打捞出一架二
战时的飞机，顿时引发了广大网友
的关注。19 日下午，记者从当地
有关部门获悉：这是在拍戏！

据高塘岛乡相关负责人介绍，
当地孝贤湾村油库码头有个剧组正在
拍摄一部有关二战内容的影视剧，视
频中被打捞上来的飞机正是拍摄用的
道具。整体拍摄工作已经进行了几
天，当时考虑到在码头拍摄围观群众
太多，担心影响拍摄进度和造成安全
隐患，故没有对外公布，没想到还是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高塘岛乡依山傍水，风景秀
丽，颇受游客青睐。近年来，当地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吸引了香
港、湖南等地的剧组前来取景拍摄。

图为码头拍摄现场。
（陈巧巧 沈孙晖 摄）

象山高塘岛打捞出一架二战飞机？
记者核实：原是剧组拍摄！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郁俏
峰 李金宁）昨日，英国高定联盟（中
国）中心在甬成立，并落户鄞州区。

据介绍，英国高定联盟云集了
菲利普·琼斯、安迪·利文斯顿、
罗里·达菲、艾伦·班尼特、弗兰
克·拜耶斯等多名世界顶级高定匠
师以及乔治·布鲁摩、亨利·百
利、戴维森等数家英国百年皇家高
定品牌。该中心在甬落户后，将首
次引入“定制行业认证体系”，充
分运用英国高定联盟资源，为宁波
乃至全国的纺织服装企业提供行业
培训及相关服务。

对于此次进入中国市场，该中
心负责人吴正盛信心满满。他告诉
记者，国内高端定制市场前景广
阔。目前，已有宁波、上海、杭州
等地的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加入中
心。按照计划，下一步该中心将致
力于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个性化
定制需求，并推动服装高端定制有
序、快速发展。

在乔治·布鲁摩展区，罗里·
达菲正在向市民展示英国手工缝制
工艺。 （殷聪 王标 摄）

英国高定联盟（中国）中心在甬落户

记者 张燕

“当前服装产业的最大问题
是什么？库存！”新零售时代，如何
实现服装产业零库存，让每一件
服装都找到合适它的主人？昨天，
服装节中国男装高峰论坛上，吹
来服装生产理念的创新风。

在量品定制董事长虞黎达看
来，市场经济是让消费者来选择
产品，产品一旦销售不对路就会
产生库存；而如果工厂能直面消
费者，让每一件服装都量身定
制，“有计划地生产”，那就几乎
不会产生库存，这就是如今服装
业的C2M （顾客对工厂） 模式。

随着互联网新经济崛起，开
网店的线上流量成本越来越高，
有效客流转化率、成交率却越来
越低，于是，不少商家开始以

“社交”的形式做销售，以后端
驱动的 C2M 模式迎来新机遇。

“只要通过微信号下单，在全国
100 多个城市，我们的设计师就
能上门量体，并生产出适合客户
的衣服。”虞黎达介绍，他们把
客户定位于中产阶层，目前已能
实现每月1500万元的销售额。

除了 C2M 模式的定制，服装
租赁也走到了互联网风口。一些企
业推出“共享衣橱”模式，主营

“包月换穿”，消费者每月支付一定
会员费可体验服装换穿服务，而租
赁企业则负责提供服装展示、清洗
消毒、快递等后续服务。

此外，一些服装企业或互联网
平台开始试水“订阅服装”，即每
月给会员寄送包含三件服装的“订
阅盒”，如果会员喜欢可以购买，
不喜欢即可退回。

“国内也有企业在尝试订阅服
装，如江南布衣等，这是因为中国
有足够大的市场，允许试错和调
整。”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业经
济研究院分析师陈小倩说。

对于像雅戈尔这样的传统服装
企业而言，如何面对移动支付、个
性化消费的浪潮？“一是智能制
造，二是智慧营销，三是生态科
技。”雅戈尔服装控股公司董事兼
总经理胡纲高表示，最终建立起工
业互联网平台、建成全球领先的大
规模柔性定制的智能产线。

“服装行业与生俱来的创新基
因是行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
国服装协会会长陈大鹏说。

新消费时代
服装产业如何创新

记 者 张正伟
通讯员 储昭节 郁俏峰

做一条牛仔裤，传统生产线上
至少需要 30 个工人，但宁波舒普
机电引进全新智能生产线后，将工
人数量减少了 18 个，生产效率成
倍增长。在雅戈尔智能工厂里，大
批量定制西服实现全混流生产，一
套西服从量体数据生成到成衣出厂
只需要两天……前天，作为本届宁
波国际服装节活动之一的第四届中
国服装智能制造高峰论坛召开，众
多专家和企业代表现场分享了推进
服装智能制造的经验。

论坛上，中国智慧缝制工厂技
术研究院最新发布的《智能制造综

合能力测评报告》显示，利用大数
据、物联网和模块化生产是未来发
展的趋势，服装企业通过整合供应
链体系、强化信息管理系统、制定
智能化战略，可推动整个行业可持
续发展。

中国服装出口出现衰退已是不
争的事实。资料显示，2014 年以
来，中国服装出口额不断下滑，四
年下降了291亿美元。

“出口额下滑、占比份额减
少，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大幅增
加。”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仁舜说，自动化改造迫在眉
睫。徐仁舜的观点得到了苏州澳拓
美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周
建良的认可，他认为，不拥抱新制

造业的服装企业就如同“盲人开
车”。

据了解，发力智能制造，宁波
服装企业早已提前部署。今年上半
年，雅戈尔智能工厂投入生产。插
上智能化翅膀的雅戈尔智能工厂实
现了“规模化”和“个性化”的兼
容，不仅大货生产周期从 45 天缩
短到 32 天，量体定制周期也由原
先的 15 个工作日缩短到 5 个工作
日，特殊情况下单件定制周期甚
至可缩短至 2 天。用大数据、智
能 制 造 打 通 生 产 、 销 售 的 旦 可
韵，定制一件羊绒衫的时间已从
原先的一周缩短至8小时……

“智能制造成为广大服装生产
企业转型升级必须面对的课题。加

快推广智能制造模式，是中国服装
产业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
要求。”市经信委副主任叶春华
说，去年以来，我市以规上企业为
重点，实施了智能制造基础诊断和
智能化改造两个全覆盖，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组织智能制
造服务公司和专家团队为企业提
供“一对一”入户诊断服务。按
照计划，我市将继续引导鼓励企
业加快开展“机器换人”、自动化

（智能化） 成套装备改造试点、技
术装备升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
化工厂等升级改造，助力宁波纺
织服装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
质量发展。

智能制造助“老裁缝”新作为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林婷婷 沈晨舒） 近日，家住
海曙区望春街道五江湾小区南区
25幢8楼的葛玲华老人被反锁在
家中，不知所措。“我被关在家
里了，谁能来帮我？”老人赶紧
在名为“五江湾邻里群”的微信
群里发送了信息。没过多久，热
心邻居就成功帮老人开了锁。

这个邻里微信群是五江口社
区南二期居民自发建立的，短短
3 个月，便有 70 多位群成员加
入。“建这个群就是为了能让邻
里 互 助 ， 大 家 能 多 交 流 多 沟
通。”该群负责人邱永平说。

五江口社区是拆迁户聚集社
区 ， 目 前 共 居 住 着 1598 户 居
民，主要由原先 7个拆迁地块的
拆迁户组成。

在群里，得知社区举办中秋
赏月、茶话会、组团旅行等活

动，居民纷纷参加；大家还齐心协
力筹划活动，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为社区大小事务出谋划策。如今，
居民之间越来越熟络，邻里关系日
益融洽。

今年8月，60多岁居民陈亭娥
的丈夫因中风后行动不便而摔倒，
孤立无援的她在微信群里发了求助
信息，5 分钟后，6 位邻居前后脚
赶到她家中，送她就医。

出门帮邻居带些菜回家、帮助
邻居寻找失踪的宠物、主动将自己
的电话号码留给邻居以备不时之需
……如今，小区邻里互助的场景屡
见不鲜，主动联系加入“五江湾邻
里群”的居民也越来越多。

“以前的房子拆了，但邻里之
情拆不散。”居民吴姣娥说，新居
和谐的邻里情，让大家每天倍感亲
切，生活舒心，真正感受到“远亲
不如近邻”。

海曙五江口社区

“微信群”让邻里亲如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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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宁波国家高新区梅南幼儿园的孩子们通过韵律操和科技
大地画拉开了首届科技节的序幕。据了解，这次科技节的主题是环保和
未来。 （通讯员 陈琦 摄）

“我们也有科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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