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新经济 2019年8月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冯 瑄 NINGBO DAILY

产经速递

探寻“246”新路径⑥

“绿”产业的春天故事④

只要 0.7 秒就可捕获汽车“黑
尾巴”、让地沟油“变身”生物柴
油……随着国家一系列环保新政密
集出台和推行，在蓝天、碧水、净
土三大保卫战进程中，各地掀起生
态环境治理的新浪潮，环境产业释
放出巨大的市场空间。

环境治理产业如何加速从“小
而散”转向“大而强”的格局？对
此记者走访了相关企业和行业协
会。

市节能环保产业行业协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未来，环境产业的发
展趋势将从末端治理向绿色制造、
绿色消费、清洁生产和资源的回收
再利用等新场景转移，从“看得见”
的污染向“看不见”的污染延伸。

0.7秒捕获汽车“黑尾巴”
多地政府用上“宁波造”设备

今年 5 月 1 日起，国家机动车
尾气排放检测实施更严新标准。

“在双车道或三车道的马路两
侧摆放设备，只需 0.7 秒就可捕捉
到尾气超标的机动车……”在宁波
南部滨海新区，浙江多普勒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余学春表
示，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和
国家对生态环保的日益重视，尽管
汽车尾气排放检测设备属于细分市
场，但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十分可
观。

2017年 8月，浙江多普勒反向
收购北京公司后在南部滨海新区正
式投产，第一代多普勒尾气检测设
备下线。“这项自主创新技术从研
发到投产前后花了 13年时间。”余
学春说，多普勒的尾气检测设备主
要面向政府专业检测机构，一改市
场上常见的遥感检测手段，采用激
光的光源，通过光谱分析，“灵敏
度高，检测的光程也较长，适用于
双车道或者三车道”。

随着国家汽车尾气遥感监测技
术标准的出台，2017 年多普勒尾
气 检 测 设 备 销 售 额 超 过 8000 万
元。目前，河北、河南、浙江、湖
南、新疆和山东等地政府部门都用
上了“宁波造”汽车尾气检测设
备。

去年以来，多普勒二代和三代
产品在延续一代技术基础上，弥补
了相关缺陷，也降低了成本，提高
了产品的性价比。去年，浙江多普
勒的销售额达到1.47亿元，今年预
计达到2亿元。

“企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自主
创新和人才的引进。”余学春说，
当前多普勒的核心研发团队都来自
清华，其中有不少人直接参与国家

“863”计划项目。近两年来，企业
仅研发投入就超过2000万元。

利用激光技术进行汽车尾气检

测在全球尚属领先。眼下香港、澳
门环境署的相关人士正与多普勒对
接洽谈相关合作和后续运维事宜。

“专吃”地沟油让油水变清水
2万家单位和企业更清爽

眼下，在宁波工程学院，涉及
4个食堂的污水处理项目正在加紧
建设。再过半个月左右，这些污水处
理设备将正式运行，可彻底解决学
校食堂餐饮废水油污难分离的难
题。

项目建设现场，数十平方米的
地面被挖成一个深约 1.5 米的大凹
槽，大槽被均分为若干行，每行设置
了一套完整设备，由 6个小槽组成，
每个小槽上方都有钢板覆盖。“这些
餐饮污水首先通过进水管排放到左
边的第一个小凹槽，然后从左至右
经过三级到五级的生化处理，最终
实现达标排放。”作为污水处理设
备研发企业，宁波丽景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杜恒峰介绍。

餐饮企业排放的污水中含有大
量高浓度的动植物油脂、悬浮物及
各种杂物，如果不能对这样的污水
进行有效处理，久而久之便凝结成

块 ， 堵 塞 下 水 道 ，
且不易疏通。而传统

的隔油池显然已经无法
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

需求。2003 年开始，杜恒峰专
注餐饮废水处理。

为了让这些地沟油变废为宝，
丽景研发的餐饮含油污水处理技术
于2010年5月被列为国家科技部科
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项目。如今
让杜恒峰更为高兴的是，丽景还成
为国家行业标准的起草者和制定
者。目前，宁波有 2万家左右的政
府机关食堂和餐饮企业采用了丽景
的污水处理设备。

在某政府机关食堂的后厨外，
打开处理凹槽上方的钢板盖，被隔
开的每行凹槽里，从左至右颜色不
断变化。在最左边的那行凹槽里，
一股腥臭刺鼻的油污味扑面而来，
上面漂浮着厚厚一层红黄色油脂。
经过处理后，最终流进下水管道的
污水已经变成了略呈乳白色的普通
自来水模样。

“可别小看这些小槽，它们不
仅装有特制的生物处理器，底下还
铺有一层厚厚的生物床，对污水中
油脂的分离率基本可达到99%，而
传统自制的简易隔油池或者以重力
为原理的油水分离器，对油脂的分
离能力仅为 30%至 40%。”杜恒峰
说。

在宁波市场的基础上，丽景环
保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市场已经
拓展至上海、广州、重庆、杭州、安徽

等地，企业的产值也从最初的几十
万元增加至几千万元。眼下随着垃
圾分类成为热点，相信餐饮废水处
理市场会迎来爆发性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餐饮废水
处理，杜恒峰开始更多地思考地沟
油到何处去的问题。他告诉记者，
丽景从 2009 年起进行地沟油的加
工和利用，直到现在也仅限于把废
油加工成生物柴油、机械切削润滑
油等“初加工”项目。

随着生物航煤油试飞成功，地沟
油在我国的使用迈入新阶段。杜恒峰
期盼，能够把发展的触角伸入炼制航
空燃油这样的“深加工”领域，加快推
进地沟油的合理利用与转化。

从月湖治水到巢湖养护
生态服务才能赢得大市场

提起宁波天河水生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让人首先想到的是由该
企业承接的月湖水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工程PPP项目。

“月湖治水行动就像一场高科
技应用的综合战，别看湖面水波不
兴，其实湖底下进行了大改造。”
在天河水生态负责人张波看来，从
湖水被抽干、清淤，运用生态耦合
技术，重新构建了月湖近自然型生
态环境，整个过程运用了世界一流
水平的生物钝化技术。“通过打造
一套内循环系统，最终让月湖水

‘活’了起来。”

目前，根据自动监测站检测到
的月湖水质情况，系统净化流量达
到每天 1.6 万立方米，按整个月湖
40 万立方米计算，20 多天就净化
一遍，水质稳定在Ⅳ类标准。“月湖
的水生态治理去年全部完成，投资
3600 多万元，已经进入了运营养护
期，尽管企业到现在还没有盈利，但
是月湖治水工程带来的经验和模式
为我们企业提供了一条新的经营思
路。”张波说。

2006 年起，天河水生态从营
建房产景观水系发展到承接政府大
型PPP治水项目。近几年，除了月
湖项目，天河水生态相继承接了宁
波区域内多条河道和公园水体的治
理及运维养护。凭借数十项领先全
球的自主知识产权，天河水生态登
上了全球权威刊物。

随着国家“水十条”等水环境治
理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和实施，天河
水生态将发展眼光瞄向了更多的国
内市场。最近，天河水生态和某央企
合作完成了对安徽巢湖十五里河下
游湿地的水生态治理，目前项目进入
了运维养护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在郑州，由其承接的大型景观水
治理和维护项目也在加紧推进中。

“作为生态环保企业，要把眼
光放长远，要从环境治理型转向生
态服务型，以此赢得更大的社会和
经 济 效 益 。” 这 位 负 责 人
说。按照企业的发展目标，
今年企业的产值将会出现阶
段性井喷。

从“看得见”向“看不见”的污染延伸

环保产业，跳出末端治理移步新场景
记者 冯 瑄

近日，贝发集团新零售品牌
——“Vanch 文器库”第一家官方
旗舰店在东鼓道商业步行街正式亮
相。据介绍，作为贝发集团首家线
下店，该旗舰店的落地是我市构建
全球化文创产业生态供应链平台进
程中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将进
一步破解文创设计难以落地的难
题。

作为贝发集团重点打造的供应
链平台，“文器库”将结合此前推
出的“文器云”，依托贝发集团成
熟的生产线以及丰富的供应链资源
为设计师与消费者搭建起更为便利
的“桥梁”，让创意设计师的作品
能够更快地转化为大众消费产品。

据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铭介
绍，此前贝发集团推出的“文器
云”在试运行阶段便完成了 20 余
个文创设计和产品的整合、试制。
数百件产品已正式进入销售渠道，
共享贝发集团设在 150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海外销售网络以及全球 5万
多家销售门店的终端销售资源。

作为“文器云”的线下平台，
“文器库”将集合“文器云”上插
画艺术家和设计师资源，将优秀的
设计师作品转化为消费者也可以体
验和享受的日常产品，比如：家居
用品、数码家电、文具、时尚饰
品、服饰配件、箱包和玩具等产
品。

据介绍，在东鼓道开出首家门
店后，贝发集团将力争于今年底
前 ， 在 浙 江 布 局 15 家 类 似 的 门
店，完成销售额 4000 万元。力争
至 2020 年，在全国乃至“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设 100家门店，完
成年营收额超过2亿元。

（殷聪 张芷涵 张雪莲）

“文器库”亮相破解
设计落地难题

记 者 殷 聪
通讯员 储昭节 余复伟

在中国家电行业，素有“南有
顺德、北有青岛、中有宁波”之
说。家电不仅是宁波制造业的支柱
产业，也是宁波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强大支撑。在“246”万千亿级产
业集群中，智能家电产业不光是我
市重点打造的千亿级产业集群，其
整合物联网、智能系统、新材料、
工业设计、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
技术的能力同样无可替代。

正是看到了家电产业的这种独
特性，近年来，广东、山东、安
徽、江苏等地纷纷加大对家电产业
的扶持力度。青岛与顺德在海尔、
美的等龙头企业的领跑下，家电产
业告别“刀锋利润”，爆发出让人

惊羡的发展加速度。而合肥、武
汉、南京等城市的家电产业也强势
崛起。

在这场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
产业角逐中，宁波家电如何突围，
实现 2020 年产值突破 1000 亿元，
2025 年产值达 1500 亿元的目标？
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中，走出超越自我的全新发展道
路，抢抓高质量发展的先发机遇？

聚焦四大发展方向

“与其他‘246’万千亿级产业
集群不同，智能家电产业集群发展
的当务之急是撬动存量市场的需
求。”市经信局消费品工业处相关
负责人道出了该产业发展的关键。

随着消费升级以及消费群体结

构的年轻化，消费者对家电产品的
造型、色彩等越发关注。与此同
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快
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智能化产品涌
现，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优质的体
验。如何紧贴消费者需求变化，把
握消费者的审美以及消费时尚变
化，是我市智能家电产业转型的重
要抓手。

按照计划，我市将着力推动家
电企业品牌年轻化、时尚化、国际
化，支持企业深度挖掘用户需求，
强化研发设计，丰富和细化家电新
型品类，抢占新兴消费品市场。与
此同时，我市将加快推动家电企业
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升级，通过
数字化协同，缩短研发周期、提升
产品工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制
造成本。

在集成化与交互化发展方面，
我市将鼓励企业增强集成领域的运
营能力，提出整体解决方案，做到
从产品端到服务端的整体化集成；
鼓励企业以交互平台为核心，搭建
智慧客厅、智慧厨房、智慧浴室等
应用场景，实现多功能化、智能操
控和多场景融合。

打造五大产业子集群

作为中国家电之都，宁波已形
成整机制造、设计研发、检测认
证、市场营销、配套服务等完整的
产业链，拥有空调、冰箱、吸尘
器、吸油烟机、洗衣机等 20 多个
细分行业、数千个品种。如何让企
业集聚发展，推进产业集群提档升
级也是我市智能家电产业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按照计划，我市将打造智能空

调及配套产品制造产业、智能厨电
及配套产品制造产业、智能冰洗及
配套产品制造产业、智能小家电及
家电配件制造产业以及智能家电生
产性服务业等五大子集群。

其中，智能空调及配套产品制
造产业子集群将以鄞州工业园区为
主要承载地，以奥克斯为龙头。智
能厨电及配套产品制造产业将以杭
州湾产业集聚区为依托，以方太集
团为龙头。

智能冰洗及配套产品制造产业
子集群将以慈溪观海卫、附海、宁
海西店为核心区域，以韩电、惠
康、吉德等企业为重点，聚焦发
展。智能小家电及家电配件制造产
业子集群将以慈溪周巷、附海、新
浦为核心区域，以周巷小家电智造
小镇为重要载体，以公牛、先锋、
卓立等企业为重点，聚焦发展。

智能家电生产性服务业子集群
将依托和丰创意广场、宁波市大学
科技园等国家级创意市集基地等平
台，提升生产性服务功能。同时，
引进国内知名的家电研究机构，鼓
励行业龙头企业设立企业研究院或
研发中心，共建中央家电研发园，
打造智能家电技术开发与检测认证
服务功能区，推动智能和节能技术
产业化。

抢抓变革机遇
中国家电之都如何续写传奇

我市新增7家
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近 日 ， 省 经 信 厅 公 布 了
2019 年度浙江省省级工业设计中
心认定及复核结果。我市又有 7家
企业上榜，23 家企业成功通过复
核。自此，我市已有 30 家省级工
业设计中心。

据介绍，此次上榜的 7个中心
包括中电科(宁波)海洋电子研究院
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浙江大丰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演艺装备工业设
计中心、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
有限公司设计研发中心、宁波舒普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业设计中心、
宁波福士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发动机
管路总成工业设计中心以及宁波卓
一设计集团有限公司、茵德斯工业
设计 （宁波） 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对人们来说并不陌
生，因为它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
面，一辆时尚又轻便的自行车、一
部人机交互的手机、一台遥控自如
的加湿器……同时，工业设计又是
二、三产业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
兼具技术与艺术的特点，为制造注
入内涵和品质。据测算，工业设计
每投入1美元，可带来1500美元的
收益。

去年底，我市启动工业设计三
年攀高行动，力争通过提高制造业
产品创新力、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
争力，促进工业设计与制造业深度
融合，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按照计划，我市将力争在三年内实
现工业设计服务年均增长15%，并
于 2020 年底前，将工业设计中心

（设计院） 扩展至 45家，其中省级
工业设计中心 （设计院） 26 家，
国家级3家。

与此同时，我市将积极引导制
造业企业突破以外观造型为主的传
统工业设计思维，通过加强设计研
发力量和各类创新要素融合，提高
综合集成创新设计能力，并将设计
服务从上市前的美化，上溯到产品
规划、研究开发、生产制造、销售
服务等方面。我市还将从增强制造
业企业工业设计能力、培育工业设
计服务优势企业、深化创新设计与
制造升级融合、提升工业设计产业
园区和服务平台功能等方面入手，
将工业设计打造成宁波制造业的亮
丽名片。 （殷聪）

宁波企业抢占水污染宁波企业抢占水污染
治理市场机遇治理市场机遇。。（（冯瑄冯瑄 摄摄））

生态治理后的福民公园水清河畅生态治理后的福民公园水清河畅。。（（冯瑄冯瑄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