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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物回收处理
迈向智能化 分类转运站的清洁“妙招”

新华社宁波8月13日电
新华社记者

三江汇合，海浪逐天。逐水而
生，因港而兴——

这里曾鼓荡着百年中国制造的
先声，飞扬着实业兴邦的家国梦
想；

这里是当今中国制造业重要基
地，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国家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

并非没有惊涛骇浪，但却始终
安若泰山，一如600年前得名——

海定则波宁。

“走遍天下，勿如宁
波江厦”

——千帆竞发，百舸争
流，这边风景独好

宁波舟山港，一望无际的海岸
线，镇海炼化的厂区雄峙在蓝天之
下。

经过 40 多年的建设，曾经的海
涂地上矗立起原油年加工能力超
2300万吨的中国最大炼化一体化企
业，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炼油竞争力
一直稳居亚太地区炼厂第一组群。

宁波，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中
点，也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一个
重要基点。

天高海阔，腾踊澎湃。宁波有

着坚实内核力量——
雄踞东方大港，第二产业比重

达到 51.3%，成为中国南方唯一的
第二产业占比超过第三产业的副省
级城市。

除了临港工业，还有汽车、纺
织、家电等产业，一个港口城市为
什么会形成门类齐全、产业集群较
为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

除了雅戈尔、方太厨具等，还
有一大批从事零部件、元器件、基
础材料的生产企业，孕育了数量可
观的单项冠军，秘诀何在？

在宁波，有种“奇怪”现象
——企业家都立志成为“行业第
一”，建设百年企业。

记者走进宁波服饰纺织业巨头
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染色
车间，遍布先进机器，鲜见操作工
人，更看不到各色染料。纺织印
染，这里不再有传统“大染缸”。

申洲国际目前股市市值超过
1500亿元，凭借雄厚实力，完全可
以在高回报的资本市场呼风唤雨，
为什么坚决不做？

申洲国际董事长马建荣对此轻
描淡写：做好一件事，就很不错
了。他用儿时的经历做比喻：“那
时候冬天奶奶腌的咸菜是全村庄最
好吃的，很多人都来吃。”

大道至简。
得益于“专注”，申洲国际在

风浪中搏击壮大：全球最大纵向一
体化服装制造商，沪深两市及港股
服装板块中国内地市值最大的纺织
服装企业，连续数年名列中国针织
服装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第一位。

无独有偶。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肆虐

时，下游服装行业出口困难，全球

最大的工业缝纫机旋梭生产企业宁
波德鹰也曾想过转投酒店业，一家
四星级酒店的定金都下了。

“当时流行多元化发展，但做
酒店服务业不是我们强项。”宁波
德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行政副总徐
建锋说，“服装业发展经久不衰，
只要做专做精做强，缝纫机市场永
远都有发展的空间，企业也永远都
有生存的空间。”

德鹰最终选择坚持与小小的缝
纫机旋梭“死磕”。如今德鹰的旋
梭占到全球市场份额的 40%，正在
建设的智能工厂将成为全球加工技
术最先进的工厂。

扎根实业，精耕细作，这是一
种品质，更是一种定力；

时空穿越，薪火相传，这是一
种坚守，更是一种传承。

宁波市镇海区思源路 255 号，
“甬”字形的“宁波帮博物馆”，叶
澄衷、张逸云、方液仙……实业先
锋群星璀璨的故事云集。

昔日，宁波的商贾们踏上海
船，奔赴上海滩，造出中国最早的
火柴，建成最早的灯泡厂，兴办最
早的日用化工厂……闯出中国工商
界赫赫威名的“宁波帮”，开启了
中国制造的先声。

港口，为这座千年之城带来商
贾云集的辉煌。

“跳出三江口，向东是大海”。
40多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让宁波
再次面向大海敞开胸怀，宁波港也
从内河港、河口港向深水港转型，
创造了新的荣光。

临港工业蓬勃兴起，众多宁波
企业瞄准全球市场，形成胸怀天
下、向海而生的气质。

“目前我们 70%的电池外销，

全世界每 8 节电池里就有 1 节是我
们生产的。”中银 （宁波） 电池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剑浩说。

从 7 人小作坊起步，双鹿电池
作为中国第一个电池品牌，65年来
始终瞄准全世界最先进的目标奋
进，1991年第一年实现自营出口后
就创汇 300 万美元，出口量即占总
产量的5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今天，步入这个世界第三、亚

洲第一的碱性电池生产基地，看到
的是电池自动化生产线的最高水
平：不用开灯、无人值守的“黑
灯”生产线世界领先……

放眼全球，迎来的是角逐寰宇
的竞争。

打开海伦公司的主页面，赫然
写着：“中国琴，中国心。”

一 台 钢 琴 9000 多 个 零 部 件 ，
要制造出一部高品质的钢琴整机产
品，不少国外企业走过上百年时
间。

1999年，德国法兰克福乐器展
销会上，目睹中国钢琴处于全球产
业链低端的尴尬，时任宁波北仑钢
琴配套厂厂长陈海伦深受触动，下
决心“制造出世界一流的钢琴”。

20 年来，从零碎的配件制造，
到主打核心部件，陈海伦和工人步
步攻关，走自己的品牌化道路，发
展历程堪称业界奇迹。

如今，“海伦钢琴”已是在世
界钢琴行业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民族
品牌，全球范围内代理经销海伦公
司产品的琴行超过800家。

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一路走来，宁波制造，是资源

禀赋、产业自觉，更是梦想接续、
使命担当。

今天，盘点这座低调务实的城
市时，会发现其异样的特质：

“冠军”的摇篮——
宁波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 28 家，数量居全国城市之
首，主要聚集在关键基础材料、核
心基础零部件等领域，其中 57.1%
的企业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
一，92.9%的企业主导产品市场占
有率全国第一。

在纳入宁波市级单项冠军企业
培育库的 233家企业中，36家企业
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149 家企业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全
国第一。

“制造业单项冠军是中国制造
的中坚力量，是产业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载体。产量、产值可能不太起
眼，但不少都手握行业话语权和定
价权。”宁波市经信局副局长童鸿
根说，“只有单项冠军越来越多，
才能更快实现从制造向创造转变，
最终实现由大变强。”

产业的集群——
慈溪家电、余姚塑料、宁海模

具、象山针织、奉化气动元件、海
曙纺织服装……门类齐全、层次多
样且高度密集、区域特色鲜明，在
模具、轴承、液气密、紧固件等细
分领域形成比较优势，有“中国模
具之都”“中国紧固件之都”之称
……

这里拥有 9 个全国唯一的产业
基地称号，形成 8个超千亿级制造
业产业集群，是全国重要的先进制
造业基地、全国最大的石化产业基
地和新材料产业基地、全国四大家
电生产基地和三大服装产业基地之
一……

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

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50.2%，
创新型初创企业、省级高成长科技
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12524家、865
家，均居全省首位。

民企的活水——
宁波是我国民营经济的重镇，

民企贡献了宁波 62%的税收、63%
的经济总量、69%的出口、85%的
就业岗位、95%以上的上市公司与
高新技术企业……

“12 万家民营制造企业，是宁
波制造的底色。海量的市场主体，
是宁波的活力所在。”宁波市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建华介绍，
就制造业而言，宁波 84.1%以上的
规上工业企业是民营企业；有 100
家以上民营企业的产品市场份额居
全国第一，其中 25 家以上居全球
第一。

2018年，宁波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10745.5 亿元，增长 7%，成为

“万亿俱乐部”新成员。全部工业
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达 46.1%，高
于全国平均近10个百分点。

“心无旁骛做制造，保持定力
壮大实体经济，这充分说明宁波一
直走的是一条内涵式发展的特色化
道路。”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韩永
生说。

“跑过三关六码头”
的勇者

——牢牢把握制造业之
魂，迈向先进制造业

制造业的灵魂是什么？
几乎所有宁波企业给出了同样

的答案——创新！
【下转第5版】

海 定 波 宁 看 宁 波
——宁波制造业发展启示录

编 者 按
宁波，一座低调务实的港

口城市，却拥有全国数量最多
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形
成了门类齐全、产业集群完备
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中国制
造业重要基地。其秘诀何在？
能给中国制造发展以怎样的启
示？新华社对这些问题引起了
高度关注，前不久派出大型采
访团专程到宁波深入调研。

昨日起，新华社推出“解
码宁波制造”专题，将播发一
系列全媒体报道，对此进行深
入解读。报道认为，宁波多年
来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业，
加强自主研发，提升科技含
量，致力于破解“卡脖子”风
险，提出打造“246”万千亿级
产业集群，催发了宁波制造的
澎湃动力，是中国实体经济发
展的优秀代表。在当前形势
下，剖析宁波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之路有着特殊的意义。

本报今天全文刊发“解码
宁波制造”专题报道 4 篇，分
别为 《海定波宁看宁波——宁
波 制 造 业 发 展 启 示 录》《28
个！这座城市为何拥有数量最
多的“隐形冠军”？——从宁波
制造看中国制造的发展逻辑》

《记者手记：站在未来看现在》
和时评《致敬“质朴绽放”》。

记 者 王佳
通讯员 曾徐 车萌

走访时间：2019年8月12日
地点坐标：81890 求助服务中

心接线部
讲述人：陈蕾，81890 求助服

务中心主任
张露，81890接线员

“您好，这里是 81890，党员

先锋岗 136号话务员为您服务，请
讲 。” 电 话 铃 响 两 声 以 后 ，“90
后”话务员张露按下接听键，熟练
地进行接听问询。这句话，她每天
要说一百多遍。

“我们单位的叉车需要上牌，
我想问一下，该去哪里办？要带哪
些资料？”

张露用三分钟快速处理好了这
一事项。“这个问题比较冷门，好在
前些天正好有人来咨询过，我们辗

转询问了很多部门进行确认，办理
事项现已收录在知识库。”张露指着
电脑屏幕说。第二天，她又进行电话
回访。“对方说办得很顺利，因为资
料齐全，一次性就办好了。”张露说。

在 宁 波 ， 通 过 81890 电 话 问
询，实现办事少跑腿，已成为很多
人的习惯。

把群众“小事”当“大事”，
从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群众
满意的事情抓起，是 81890“灵”
了18年的秘诀所在。

一个号码
坚守中书写不凡

“ 我 2019 年 4 月 进 81890 工

作，当时以为就是接接电话，真上
手操作了，才知道这个电话没那么
好接。”张露说，他们是铃响第二
声接起电话，因为响一声就接略显
仓促，响三声才接则等待时间过
长，都会降低居民对服务的体验。

81890 接线员的桌上有两部电
话机，黑的接听，白的外拨。来电
询问的问题，很多没有现成答案，
就靠他们一个个打电话咨询。每解
答一个新问题，他们会记录下来，
收录到电脑系统的知识库中，现在
知识库里面已经有近5万条信息。

张露说，在刚过去的 7月，接线
部接到并解决了不少居民的个性化
咨询和求助，有咨询开具“气象证
明”用于理赔的，【下转第2版①】

18载，把群众“小事”当“大事”

不负重托，今朝我“答卷”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景小芳 卓建青

“老婆，你感觉还好吗？”8月
11 日上午 10 时多，曹青双眼布满
血丝，一身疲惫地来到奉化区妇儿
医院，带着歉意向刚做完手术躺在
病床上休息的妻子送上问候。

今年 55 岁的曹青是奉化溪口
镇斑竹便民服务中心主任。9日上
午起，他与同事在抗台一线整整奋
战了两天两夜，妻子则住进医院动
了手术。两天来，这是夫妻俩头一
次见面。

30 多年了，老曹一直在溪口
基层工作，经历了多次台风的洗

礼。“风雨面前，山乡百姓安危是
第一位的，家里的事只有往后推
了。”简单一句话，道出了一名基
层党员干部服务百姓的心声。

斑竹片区林密山陡，下辖 6个
建制村，有 6000 多户籍人口。片
区内老弱病残多，危旧房多，每次台
风来袭，压力特别大。9日上午一开
完镇里的抗台紧急部署会议，曹青
就赶到斑竹，和村干部一起排查地
质灾害点、山洪易发区的隐患，将危
旧房里的住户转移到避灾安置点。
在壶潭村，他和村干部一起把一位
年逾九旬的老人背出来安置好。到
下午6时，69名居住在危旧房里的
人员转移完毕。【下转第2版②】

“山乡百姓安危是天大的事”
——溪口镇斑竹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曹青抗台纪事

6月13日拍摄的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展厅一角。 （新华社发）6月12日拍摄的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自动化生产车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