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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宁波8月13日电
记者 王敏 顾小立

漫步天一阁、老外滩、三江口，体味“书藏古今，港通天
下”，在宁波这座千年之城里，不仅能铭记过去，更能感觉到
未来。透过宁波制造这个窗口，站在未来看现在，更有别样
启迪。

逐水临港，商贾云集，带给宁波千年的繁盛。近代史上，
这座城市经历了五口通商的屈辱，见识过角逐世界的风云，
从而深谙奋发图强、实业兴国的历史自觉。从中国制造的先
声，到一代代宁波帮自强不息、勇闯天下，再到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超过一半，一百多年来，宁波始终重实业、兴实
体，打响了“宁波制造”这一品牌，孕育培养一大批低调务实
做实事的人，面临惊涛骇浪时，“宁而不寂，波而不怒”。

站在现在看过去，历史的脉络清晰可见。那些筚路蓝缕
的历程，构成了今天坚实奋斗的根基；站在未来看现在，今
天的奋斗将成为明天的历史，该如何更好作答，发人深思。

在宁波，坚守实业、低调执着是企业家们的共识，不求虚名
不赚快钱，扎实做好自己的事，给这座城市带来坚实的底气；勇
于创新，不断攻关，坚持探索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产品、新模式、
新业态，给这座城市增添无穷活力；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优环境
强发展，大气包容、海纳百川，给这座城市增添无穷动力。

这些扎实的努力，一点一滴塑造着当下，刻画着明天的
模样。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的变化，未来也许看不到今天
所探索的这些产品、模式、业态，但是那些执着坚守、开拓创
新、开放包容的精神却隽永流传、影响深远。

从现在眺望未来，通往前方的道路绝不是一马平川，往
往愈做深愈难、愈行远愈险。越是艰难时，越是发力处。不管
外部环境如何变幻，都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既不盲目乐
观，也不掉以轻心。无论是应对眼前的经贸摩擦，还是事关
长远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都要强本领固实力，咬定青山
不放松，进一步加强“卡脖子”的基础原材料、关键部件等研
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水平，塑造培养更多的制造业人才，
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夯实发展的基础。

现在怎样，未来便怎样。站在未来看现在，更须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

站在未来看现在

新华社宁波8月13日电
记者 张辛欣 李坤晟 屈凌燕

缺乏超大规模的“航母”企业，也没
有太多耳熟能详的品牌。宁波，在中国
经济版图中似乎“辨识度”不高。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似乎并不起眼
的东部城市，却拥有 28 个国家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成
为中国制造不惧风雨的中坚力量。

宁波制造的魅力，富有启迪。

一批敢想敢做的“螺丝
钉”企业

一根丝，有时折射了一国制造的力
度。

在宁波博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记
者见证了现代工业的“精度”：直径只有
发丝六分之一的切割丝，是手表、飞机
发动机等精密设备的关键部件。

公司总裁万林辉说，长期深耕切割
丝领域，博德高科在一根金属丝上做出
了 10 余项专利，占领国内切割丝高端
市场70%的份额。

像博德高科一样，在宁波，有很多
鲜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企业。他们几十
年如一日专注一个领域，虽无耀眼光环
或惊人规模，却用潜心经营成就了当仁
不让的业界地位。

隐形冠军，泛指在细分领域绝对领
先却不为人熟知的企业，被视为制造体
系的“螺丝钉”，是衡量一国制造基础和
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

在工信部公布的国家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名单中，宁波有 28 家企业
上榜。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冠军？成功
背后有哪些密码？

敢于瞄准核心技术，敢于对标世界
巨头，敢于投入不断创新……敢想敢
做，是这些企业最突出的共性。

“很多人认为我在开玩笑。一个初
创企业怎么敢动国际巨头的‘奶酪’？我
们就是奔着攻克垄断去的！”宁波长阳
科技公司董事长金亚东说。

光学反射膜是平板显示最核心的
材料，被称为信息时代的“眼睛”，曾长
期被日本等国家垄断。

9年前，刚刚成立的长阳科技就向
这种材料发起“进攻”。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集中力量科技创新。今天，团队不仅
掌握了技术，更成为全球反射膜领域的

“单打冠军”，是京东方、富士康等知名
企业背后的“小巨人”。

聚焦芯片核心材料、瞄准智能传
感、发力“笔尖钢”……细细梳理便可发
现，这 28 家企业毫无例外地选择向前
沿技术、关键领域发起冲击。有的和国
际巨头一较高下，有的甚至将目光瞄向

“无人区”。这些企业中，有 9 家拥有国
家级研发机构，平均有效专利200项。

国际化步伐同样大胆。电脑横机制
造商慈星股份收购行业巨头瑞士事坦
格，均胜电子将日本高田收入囊中……

“蛇吞象”的故事持续上演。
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坦森曾用“颠

覆式创新”来描述后来者对先行者的超
越，这种超越的根基源于胆识——敢于
全力创新，敢于应对挑战，敢于逃离舒
适区，敢于面对失败。

这也正是这些冠军企业给予我们
的启迪。

一群愿意说“不”的企业家

“ 我 不 会 别 的 ”“ 我 不 懂 房 地
产”……在宁波，记者遇到很多愿意说

“不”的企业家。拒绝投机，不愿露面，几

十年如一日“钻牛角尖”。
从钢材研制到墨水沟槽、弹簧制

造，一支圆珠笔，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
铭研究了20余年。即便是无纸化生活已
经盛行的今天，邱智铭依然在一支笔上
做出10余项专利，将看似几块钱的小买
卖一点一滴“磨”成了数亿元的大生意。

“做专才能做强，这个顺序不能
变。”邱智铭笑着说。

一支笔的沉淀，折射了做实业应有
的务实与专注。

有人说，企业的天性是逐利。或为
抵御风险，或为挣一把快钱，涉足广泛
的现象在今天很普遍。但在宁波隐形冠
军企业身上，却有着这样一种“执拗”：
只会花“笨功夫”，只埋头一个领域，即

便已经成为行业龙头，仍不偏不离。
宁波北仑，记者见到了国际服装大

牌背后的“巨人”——申洲针织有限公
司董事长马建荣。深耕服装加工几十
年，申洲早已牢牢掌控全球针织运动服
饰供应链。

“申洲有能力，有资本，就没想过做
品牌吗？”

“我们老家有句话，本事大的人做
大事。我只会做小事，就把小事做好，做
到极致。”马建荣笑着回答。

从纱线研制、协同设计到数码印
花、智能制造，申洲将旁人眼中“不值
钱”的制造做出令业内惊叹的利润率，
改变了传统的“微笑曲线”逻辑。

和“执拗”相对应的，还有对融资、
扩张相对“保守”的心态。记者调查发
现，这些隐形冠军企业通常保持较低的
融资杠杆，不刻意追求规模，不聚焦增

长速度，稳扎稳打，保持自己的节奏
——

海天塑机董事长张静章年逾古稀，
仍坚持每年出国几次，密切关注国际市
场一举一动，稳健地向国际化迈进。

“我们不求快，一年迈一步。”他说，
企业的布局源于对客户需求的了解，吃
透行业发展趋势，地位才能更加稳固。

低调、务实、严谨，“保守”的宁波企
业在读懂市场中得到市场的回报。

做实业，需要朴素专注；兴实业，重
在实实在在。

诚然，今天的中国制造面临着严峻
挑战。但相对外部环境的改善，转型升
级的专注力才是真正的内因和决定性
力量。

一种坚韧不拔的实业品格

一枚拓在展石上的厚厚手印，成为
宁波帮博物馆最抢眼的摆饰。馆长王辉
说，这是“红帮裁缝”传人戴祖贻的手
模，因常年握刀剪裁，手部肌肉格外厚
实。“来这里的游客都会伸手一试，却少
有人能触满整个空间。”

一枚手印，一种力量。持之以恒，坚
韧不拔，直至成为行业的冠军，是很多
宁波企业共有的实业品格。

市区驱车几十公里，记者来到宁波
慈溪，一家名为“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
公司”的行业冠军坐落于此。

密封件，是重型装备中极为关键的
“小零件”，一丝一毫的差池都会影响整
体运行安全。从记忆钢材、石墨垫片到
金属塑性成形工艺，公司董事长励行根
团队从材料起步，几十年磨一剑，终以
国产的“C型密封环”替代进口，打破了
国外公司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垄断。

材料领域研发周期长、投入高。艰
难时，供应商账款还不上，团队领不到
工资。“做企业，哪有一口吃个胖子？关
键就是认准方向坚定走下去。”励行根
说。把“小零件”做到最专、最精、最好，
靠着这份锲而不舍，天生密封件终成

“小巨人”。
如果说对目标是否坚持，决定了企

业能否走下去；那么对待失败的态度，
决定了这条路能走多远。

1985 年，44 岁的茅理翔以几台旧
冲床和少许资金起家创办慈溪无线电
九厂，创业伊始就遇到行业调控，工厂
8个月停工，6个月发不出工资。

但茅理翔没有放弃，瞄准电子点火
器进行突围，又将电子点火器升级为点
火枪，一度做到产销世界第一。

然而，困难总是一个接着一个。
刚缓过劲来，却发现整个行业大打

价格战，没有自主技术、没有自主品牌，
企业举步维艰。茅理翔决定二次创业，
深耕厨电，坚持自主研发、自主品牌，这
才有了今天的方太集团。

将每根数据线、插孔做到极致，公
牛历经浮沉，终成年销售 90亿元的“插
座大王”；投入、试验、失败、再投入，一
次次跌倒爬起，江丰电子最终填补国内
高纯溅射靶材工艺空白……宁波这些
企业的身上，都有着一股“能扛事”的劲
头。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
中。

今天的中国制造在转型升级的过
程中，必会面临新旧矛盾的困扰，遭遇
难以预测的挑战。越是这个时候，就越
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越要拿出水滴石
穿的韧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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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宁波8月13日电
记者 张辛欣 魏董华

在宁波调研期间，记者采访的诸多
实业者身上有着共同的特质——质朴、
低调、务实。他们埋头苦干，默默绽放，共
同铺就宁波制造的鲜明底色。

“有大本事干大事，我只会做衣服，
就干脆做到极致”“我不设太大的目标，
成功都是一点一滴磨出来的”“我们想做
百年老店，不图快，但求稳”……不夸夸
其谈，把手头事情做好，是很多宁波实业
者的共同特征。

贝发二十余年钻研圆珠笔尖，天生
密封件近 30年和一枚垫片“死磕”，公牛
将一个插孔做到极致……几十年专注一
个领域一件事，潜心打磨一项技术——
众多宁波企业的共同追求书写了宁波制
造的光荣与梦想。

有人说，做实业，花的是笨功夫，过
的是苦日子。和很多聚光灯下的行业相
比，做实业少有高回报和耀眼的光环，充
其量算是一种“质朴绽放”。然而，恰恰是
这种“质朴绽放”，让人感受到时间的积
累与实践的沉淀，感叹于做实业所应有
的专注与坚持。

今天，快节奏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方向。当更多的人
追逐鲜花、掌声和“快速的成功”，专注做好一件事、勤勤恳
恳研究一项技术显得尤为可贵，也尤其值得尊敬。

致敬“质朴绽放”，就是崇尚朴实生活的实业品格。
做事就会遇波折。特别是做实业，外有经济压力，内有

转型困难，和高回报行业相比，短期内并不“吃香”。但没有
苦干、实干，没有对技术的钻研和对创新的执着，就不可能
积淀持久的竞争力。越是面对复杂的环境和转型压力，越要
多长兴实业的真本事、多练干实事的硬功夫，越需要营造崇
尚实业、尊崇实干的大环境。

致敬“质朴绽放”，也是礼赞不懈奋斗的精神。
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对社会而言，奋斗是促进时代前

进的动力；对个人而言，奋斗是实现成长的阶梯。回望这些
取得成就的宁波实业者，无一不是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吃
得了苦头，守得住寂寞，禁得住诱惑。

今天，科技进步为经济转型带来巨大空间，社会发展为
每个人提供无限机会。宁波实业者和宁波制造的“质朴绽
放”——专注、实干、坚守、奋斗，依然会给我们持久的感动
和深刻的启迪。

致
敬
﹃
质
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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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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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几十项核心技术打破国际垄断。这是 6 月 12 日
拍摄的该公司展厅。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全世界每8节电池里就有1节是中银 （宁波） 电池有限公司生产的。这是6月11日拍摄的该公司生产线。（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紧接第1版①】有寻找老人学游
泳场所的，有想赠送崭新的复习
资料的，还有希望上门更换将过
期残疾证的。

从最初一天几十个电话，到
现在一天几千个电话，便民利民、
有求必应的背后，是不变的初心。

有 一 年 的 正 月 初 二 凌 晨 ，
81890接到一个特殊的来电，电话
另一端传来老人隐隐约约的呻
吟，没有应答，电话却断线了。呼
叫中心显示是老年人一键通所
拨。查询资料，登记的亲属电话是
其女婿和外甥女的，紧急拨打，发
现一个号码已经注销，另一个是
公司电话。81890立即启动第二方
案，拨打 110，老人及时被送往医
院并得到救治。

张露说，一开始她是怀着对
民生服务事业的美好憧憬，加入
81890 这个大集体，在 81890 的工
作历练，让她对“赤诚为民”有了

更深刻的理解。
81890，这条在宁波家喻户晓

的热线，24小时全天候服务，已累
计为市民解决求助事项1200万余
件。

一份坚持
服务中践行初心

最近，81890求助服务中心就
家政服务市场规范化发展，汇集
多方专业力量，研讨“家政服务员
从业健康（管理）规范”的团体标
准，并创新性地引入心理健康评
估量表。

“居家养老、育婴育幼、烹饪
保洁……家政服务关系千家万
户。”81890 求助服务中心主任陈
蕾说，民有所呼，必有所应，推动
家政市场规范化发展，81890一棒
接着一棒干。

一张桌子一台电话机，一个

人就能出去拉活。起步阶段的宁
波家政行业，鱼龙混杂，良莠不
齐。81890成立之初便开始吸纳加
盟企业，成立家政服务业协会，
2003 年开始研制标准。自 2004 年
以来，81890 相继制定出台了《家
政企业等级标准》《家庭保洁服务
规范》《家庭母婴护理服务规范》

《家庭物品搬运服务规范》等各类
家政服务行业标准。至今已发布
国家行业标准7项、宁波地方标准
9项、企业标准 545项。81890 也成
为国家家政服务业标准化建设第
一批试点单位。

“今年国家出台三十六条举
措，助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这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陈蕾
说。

在接过为民服务的接力棒
时 ，陈 蕾 听 老 主 任 胡 道 林 说 起
2005年 6月 3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
记习近平来 81890 视察工作的情

景。“这些年，我们遵循习近平总
书记对民生‘小事’的一次次重要
指示，践行初心，砥砺前行。”

为 了 群 众 的 幸 福 和 满 意 ，
81890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如今普
通市民可以随时随地从 81890 得
到718项服务。

为推动解决老小区漏水纠纷
等民生难题，81890又拓展建立了
83项工作联动机制。

当下，81890正在酝酿打造海
曙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中心将以‘老百姓身边每一
件琐碎的小事’为出发点，调动力
量，整合资源，打造涵盖理论宣
讲、道德服务、教育服务、科技和
科普服务、民生服务等功能的新
时代民生服务平台。”陈蕾说。

新时代，新征程。“90后”张露
满怀憧憬，“不忘初心、不负韶华，
与 81890 同成长，为美好生活助
力。”

【上接第1版②】10日凌晨近 2时，
台风“利奇马”在温岭登陆后，溪口山区
风力达到 12级。狂风暴雨中，董东线道
路两旁四五株一人合抱的大树被连根
拔起，压毁输电线，横亘在路上。邻
近的东坑、葛竹等村道路也有多处

“拦路树”，致使进片区各村的道路被
阻断。整个斑竹片区电力供应瘫痪，道
路全面受阻。

值班的曹青得知消息，心里一沉：
片区内有 4个偏远村靠水泵供水，停了
电，2000名村民就没水喝了。必须尽早
将路打通，让电力抢修车开进来！

一夜无眠。清晨 5 时，他迫不及
待出门沿线巡逻，与 10余名村干部一
起动手清理路上的障碍物。此时，狂
风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雨点砸在身
上，一阵阵疼痛。“那时候，就想着早
点把倒在路上的树清除掉。”曹青说，
他和村干部分成几组，用锯子、砍刀
分解、拖离倒伏的大树。树干太粗，
普通的锯子锯不动，最后从附近村庄

借来汽油切割机、铲车等，加快进
度。风雨中，大伙奋战了两个多小
时，到早上 8时，“拦路”的竹木被全
部清理，电力抢修车开进斑竹。

下午 4 时，斑竹片区恢复通电。
曹青和同事马不停蹄地沿线巡查，清
理边沟里的杂物。从家里带来的两套
衣服都已湿透，无衣可换。傍晚时
分，匆匆吃了碗方便面，一身湿衣的
他又到斑竹村走访，安抚老人的情
绪，查看老屋有无在台风中受损。

在同事眼里，临近退休的曹青是
忘我工作的“老黄牛”，总是任劳任怨。
每次防台、抗冰雪灾害，他都冲在最前
头。为此，他多次被奉化区(市)、溪口镇
评为优秀联村干部和优秀党员。

“我是名党员，又是片区负责人，
带领村干部照顾好片区的百姓是我的
职责。”曹青说，虽然台风已离去，但
还有很多后续事情要处理。11 日中
午，探望过妻子，他匆匆返回斑竹，
全心投入灾后重建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