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东部新城明湖北区工程的顺利实施，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
规定，决定自 2019年 8月 22日起对邱隘镇宁穿路交通
组织实施如下调整：

一、永久封闭宁穿路（盛莫北路-人民北路），禁止
一切车辆及行人在该道路上通行。

二、受交通管制影响的车辆建议通过盛梅北路-
宁东路-盛莫北路绕行。

三、为保证公交线路正常运营，对 116路等 4条公
交线路实行双向改道运营，具体方案如下：

（一）、116 路（宁波客运中心至公交东环南路站）
公交线路双向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百丈东路河清南路口后双向改走河
清南路、河清北路、会展路、盛梅北路、盛梅北路宁穿路
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增设站点：河清南路百丈东路口↓、河清路中山
东路口、市行政中心西、河清北路宁东路口、河清北路
会展路口↑、莘香雅苑北、会展路莘苑路口↑、会展路
盛莫北路口、明湖花苑、会展路芳草路口↓、会展路盛
梅北路口↑、盛梅北路会展路口↓、盛梅北路宁东路
口、盛梅北路宁穿路口↑站

3、双向撤销部分百丈东路、盛莫路、部分宁穿路走
向及浅水湾城市花园↓、百丈东路邱隘大道口、东寅府

（方庄）、盛莫路文卫路口、盛垫桥、宁穿路人民路口、浦
根村站。

（二）、162 路（公交福明站至公交天童站）公交线
路双向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盛莫路宁穿路口后双向改走盛莫北
路、宁东路、盛梅北路、盛梅北路宁穿路口后恢复原线
运营。

2、增设站点：宁东路盛莫北路口↓、宁东路芳草路
口、盛梅北路宁东路↓、盛梅北路宁穿路↑站。

3、双向撤销部分宁穿路走向及宁穿路人民路口、浦根
村站。

（三）、133 区间（公交梅墟新城站至公交东环南路站）
公交线路双向改道运营

1、改道走向：盛莫北路宁东路口后双向改走宁东路、
盛梅北路、盛梅北路宁穿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增设站点：宁东路盛莫北路口↓、宁东路芳草路口、
盛梅北路宁东路↓、盛梅北路宁穿路↑站。

3、双向撤销部分盛莫北路、部分宁穿路走向及宁穿路
人民路口、浦根村站。

（四）、352路(宁大附属医院至公交东环南路站)公交线
路调整为(宁大附属医院至兴宁东路河清南路口＜永昌公
司＞）运营

1、调整走向：往兴宁东路河清南路口（永昌公司）方
向，河清南路百丈东路口后改走河清南路、兴宁东路至兴
宁东路河清南路口（永昌公司）；往宁大附属医院方向，兴
宁东路河清南路口（永昌公司）始发后走兴宁东路、福庆南
路、福庆南路百丈东路口后恢复原线运营。

2、增设站点：河清南路百丈东路口↓、浅水湾城市花
园西↓、福庆南路青年路口↑。

3、双向撤销部分百丈东路、盛莫路、部分宁穿路走向
及浅水湾城市花园↓、百丈东路邱隘大道口、东寅府（方
庄）、盛莫路文卫路口、盛垫桥、宁穿路人民路口、浦根村

（公交大修厂）、邱隘民营工业区站，并撤销公交东环南路
站始发。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交
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
宁波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中心

2019年8月15日

关于宁穿路（盛莫北路-人民北路）
道 路 永 久 封 闭 的 公 告

（2019年第73号）

关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梁弄营销服务部地址变更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通过，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梁弄营销服务部地址由宁波市余姚市梁弄镇正蒙街151、153号变更至宁波

市余姚市梁弄镇如意路85号一楼，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支公司梁弄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2330281001
机构住所：宁波市余姚市梁弄镇如意路85号一楼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5年3月15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8月5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8999
机构负责人：陈曙

联系电话：0574-62639105
邮政编码：315430
客户服务电话：95585
业务范围：1、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2、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

费、投保单等单证；3、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4、
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5、经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以打印保单；6、经公司
授权，营销服务部从事车辆险、货物运输险、财产险、人身意外险、短期健康险、
工程险、保证保险、责任险、船舶险等险种的查勘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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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宁波8月14日电
新华社记者

三江口，宁波最早的港埠、曾经最繁
华的地段。

无数内河支流汇入甬江、姚江、奉化
江，再由此汇入大海。

仿佛一个个投身时代洪流的宁波企
业家，在今与夕的传承中坚守，在变与革
的创新中突围，历经百转千回，最终融入
国家发展的大潮。

新时代，东海边，宁波企业家正演绎
着新的故事……

大海的底色厚重，向梦想
的方向奔腾不息

2019 年 7 月，68 岁的雅戈尔集团董
事长李如成走进了课堂。

5天时间里，中午没有休息，晚间也在
讨论，作为全班年龄最大的学生，李如成参
加了包括拓展训练在内的几乎全部课程。

这是由清华大学和阿里巴巴联合打
造的一个项目，李如成是项目参与者，也
是推动者，项目的主题是——新零售。

时光回溯 40年，在宁波一个小村庄
的戏台地下室里，青春服装厂成立，这家
小小的乡镇企业就是雅戈尔的前身。

与改革开放同步，李如成带领雅戈
尔经历过创立自有品牌、建立销售直营
店的探索；经历过迈向全球市场、多元化
经营的曲折；也经历过互联网时代来袭、
电子商务崛起的迷茫……

“往者已逝，未来已来。”
在雅戈尔“不惑之年”，李如成在《致

股东书》中宣布开启新起点：今后将聚焦
服装主业，打造世界级的时尚集团。

与国家共成长，与时代同进步。
宁波，一座拥有厚重历史的城市，以

邵逸夫、包玉刚为代表的企业家书写过
诸多传奇，实业兴国的家国情怀成为宁
波企业家鲜明的底色。

一首悠扬的小提琴曲《我爱你中国》
响起。

13 年来，每当上下班，这首曲子就
会在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流
淌，这也是掌门人姚力军最喜欢的曲子。

2005 年，留学多年并已是一家世界
500强企业日本工厂最高负责人的姚力
军毅然选择回国，并引入一个全新的产
业——高纯金属溅射靶材。

这是制造芯片的关键材料，制造工艺
高超，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中要密布上
万米金属导线，最细的比头发丝的千分之
一还细，需要的金属纯度高达99.999%，中
国在这个领域曾长期处于空白。

创业是个艰苦的历程。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来袭，初创

阶段的江丰电子经历了“生死劫”。公司
月销售额跌至 8 万元，每月研发费用却
需数百万元。

竞争对手精准出击，几家跨国公司
相继找上门来提出收购，一家公司甚至
把签好字的合同放在姚力军面前。

姚力军清晰记得一幕：一场大雪来
袭，树枝都被压折了，他的心情也无比沉
重，开着车到处借钱。

终于，依靠四处借到的 260万元，渡
过了难关。

经住了考验，耐住了寂寞，啃下了硬
骨头……

“中国的高纯金属溅射靶材终于不
再依赖进口！”姚力军感叹。

如今，江丰电子和世界上大多数芯
片厂都有合作，打破了国际企业在该领
域的垄断与封锁。

千秋家国梦，朝夕脚下行。
尽管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海天集团仍决定将国内与国际市场销售
的比例从73调整为55。

“我们跟着自己的节奏走，公司已发展
到扩大国际市场的阶段。”董事长张静章的
办公桌旁，有一个硕大的地球仪。让海天的
产品能够走得更远，是他坚持的梦想。

这个梦想的起点，是从做一把锄头
开始的。

53年前，他以100元起步做农具，随
后，看到注塑机的巨大前景，涉足其中。
53年中，从县里、省里，到全国、世界，企
业一步步对标先进，最终成长为世界注
塑机领域的第一。

经历过“姓资与姓社”的争议、“计划
与市场”的讨论、“国内与国际”的突围，张
静章带领海天集团融入时代大势，注解了
几乎整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

大海有时内敛深沉，却积
蓄强大力量

小与大，在不少宁波企业家看来，这
二者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

从最初的小轴承，到微型轴承，再到
薄壁微型轴承，甬微集团董事长庄希平
一次次将产品做小，但市场份额却不断
扩大。“之所以叫‘甬微’，是因为我们立
志于做到别人难以达到的精细程度。”

近 30年，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铭始
终与一支圆珠笔打交道。近些年，贝发更
聚焦仅有 0.3 毫米至 0.4 毫米的圆珠笔
头，攻坚高温、高原、高湿环境中容易漏
墨问题，新成果以“元首笔”亮相 2016年
G20杭州峰会，未来市场广阔。

“我这个人比较笨，只知道这个零件
怎么做。”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岑国建 8 年累计投入 2.2
亿元，研发工业机器人上的减速器，十年

磨一剑，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宽。
曾有一位新闻记者将宁波比喻成一

名闷声不响、踏实苦学的“理工男”，不少
宁波企业家正有这样的气质。

尽管博洋集团旗下企业已有 30 多
家，其中不乏地处繁华地段的，但董事长
戎巨川依然选择在最老的厂区办公，办
公设备简单得只有一张桌子、一台电脑，
而且是与3个人同在一个房间。

被称为中国家纺第一品牌的创始
人，戎巨川在行业以“专注”著称。然而

“专注”得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换过的
他，却一次次果断涉足金融、投资、商业、
旅游等产业。

什么是专注？
“专注需要发散思维，发散思维需要

专注！”戎巨川说。
一件家纺、一件服装背后，有原料、

设计、生产等环节，而单就设计又有平面
设计、立体设计等等。

“为专注一个点，恰恰需要发散很多
面。”在戎巨川看来，家纺、服装等都是

“美好生活产业”。适应人民群众个性化、
重品质、喜体验等消费需求，“更加需要
一种多元化中的专业化”。

专注，是一种选择与态度，也是一种
能力与智慧。

从外公开办的家庭式手摇针织机作
坊，到今天自己经营的现代化电脑针织
机企业，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平
范一家三代没有离开过纺织业。

这个跨越百年的传承中，国内针织
机行业经历了大浪淘沙，为什么慈星做
到了全球电脑针织横机市场份额第一？

孙平范回忆：外公因为发现一个零
件没有做好，一晚上都没有睡觉而在赶
工；父亲很早就树立理念，不仅为客户提
供产品，而且提供服务。

从手摇机到电脑机的换代过程，让
孙平范刻骨铭心。当时国际上一些先进
的电脑机技术已经成熟，对于一直制造
手摇机的慈星来讲，制造电脑机相当于
要从生产自行车变成生产汽车。

因为客户的需求，孙平范花了上千
万元，从一些国外先进企业购买了电脑
机零件，组装生产。刚开始，技术跟不上，
机器根本无法正常使用。

“那段时间头发不是一根一根掉，而
是一片片掉。”

要让客户满意，必须攻破技术难关，孙
平范带领慈星咬紧牙关搞研发，最终取得
突破，为客户送去了拥有知识产权的机器。

“正是不断对接客户需求，对技术极
致追求，让我们有能力专注于这个领域。”

大海之大，在于包容，在于开放

把针织行业做成全国第一，申洲针

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建荣一度最关心的却
是——馒头。

走进申洲宁波的工厂，会震撼于为
3 万 名 员 工 提 供 午 餐 的 全 自 动 中 央 厨
房。马建荣为此投资近 1 亿元，其中一台
自动馒头机一天能做出 1 万个馒头。整
个 厨 房 自 动 化 运 行 ，只 需 80 名 工 作 人
员。

不仅关心员工的吃，还关心他们的住
和行：单身宿舍的床垫要躺着舒服，还要能
立起来，让员工靠着看手机也舒服；每年员
工春节返乡，马建荣常花上千万元包几百
辆车送行。申洲员工返工率每年超过95%，
在行业内极其罕见。

“体面劳动，尊严生活”——在申洲总
部一进门的地方，这8个字格外显眼。

马建荣一再谈及，一位澳大利亚同行
在越南开办的工厂让他钦佩：工厂全部用
落地玻璃搭建，自然光可以透进来，出门就
是绿地，员工仿佛在花园中工作。

面朝大海的宁波企业，一诞生就拥有
开阔的格局与胸怀，这不仅体现在对国际
规则的理解与掌握，对技术水平的极致追
求，也体现在引进先进的经营经验，以及对
员工人性化的管理理念。

放弃做自己品牌，只做“代工”，申洲选
择的这条路曾被人认为很不合时宜，但依
靠着一大批员工的忠诚度，以及每年巨额
研发投入，申洲以“硬核”姿态在世界产业
链上占据核心位置，年利润率极其稳定，成
为宁波市值最大的企业。

大海之大，在于包容。
从重投资工厂到全面拥抱互联网、轻

资产做品牌，拿太平鸟集团董事长张江平
的话说，太平鸟已从一家传统商务男装企
业，转变为快时尚集团。

从镇办企业的小学徒到县办服装企业
的员工，从摆地摊贩卖服装到租店面，再到
自己开工厂推销服装，张江平这一路很不
平坦。今年 52 岁的他穿着时尚，喜欢打碟
玩电音，充满年轻的气息。

“年轻、时尚、快乐，这是企业所有的出
发点。”

太平鸟总是保持对最新事物的开放思
维。最早开始做服装领域跨界、IP；最早尝
试开设品牌集合店；最早尝试快闪发布、智
慧供应链，太平鸟为消费者提供着最新的

“体验”。
“至少五年要转型一次，了解受众、抓

住客户。”张江平希望太平鸟做一个逆生长
的品牌。

员工平均年龄不到 30岁的太平鸟，正
展翅飞向更加辽阔的大海。

逐浪前行，潮汐拍岸。
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坦言，科技

发展一日千里，“我们与高科技企业比较，
尚有非常大的距离”。

海天集团董事长张静章正对标欧洲一
家业内最先进的企业，因为“我们现在技术
还不是最好”。

申洲董事长马建荣谈得最多的是智能
制造，“我们要一点一点去进化”，下半年新
的智慧工厂研究中心将成立……

潮涌三江，送风远方。
这里是宁波，向东是大海。
（记者 秦杰 何玲玲 方益波 何

雨欣 张辛欣 李坤晟 魏董华 吴帅
帅）

向 东 是 大 海
——新时代宁波企业家的故事

新华社宁波8月14日电
记者 屈凌燕 王敏 方问禹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宁波市进
出口贸易总值达4327.2亿元，同比增
长7.4%，增速跑赢全国3.5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额增长 8%，进口额增长
6.5%，增速均高于全国、全省平均增幅。

水到中流浪更急。面对错综复
杂的外部环境，宁波，这个向海而
生、经济外向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别
达 79.8%、51.7%的对外开放大市，
闯出一片新天地。

稳中向好
外贸大市寻找新优势

7 月 18 日，宁波舟山港迎来最
大批次滚装汽车出口，共计 3449辆
汽车通过滚装船出口至马来西亚。

自年初开通首条外贸滚装航线
以来，宁波舟山港已完成外贸滚装
汽车出口 12 批次，发送商品汽车
27902 辆。在全球汽车销量低迷的
情况下，宁波舟山港依托宁波“一带
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发展机遇，内
外贸滚装汽车业务增长迅猛。

宁波是典型开放型城市，2018
年全市外贸产业关联度超过 60%，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面对外需
整体不振，宁波市外贸结构进一步
优化、动力转换有所加快、质量效益
稳步提高，为外贸企稳打下了基础。

宁波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宁
波出口产品结构加快调整，有效提
升附加值。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更
高的机电产品出口 1540.9 亿元，增
长 8.2%，出口总值超出传统劳动密
集型产品一倍。服务外包执行金额
185.41 亿元，同比增长 10.35%，其
中，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
95.65亿元，同比增长19.89%。

市场多元化取得了积极进展。
上半年“一带一路”市场表现持续抢
眼。宁波市对俄罗斯和巴西进出口

额 增 长 明 显 ，分 别 增 长 39.1% 和
22%；对中东欧 17 国进出口额 135
亿元，增长 7.8%；对东盟进出口额
达449.2亿元，增长20.3%。

新业态成为外贸增长的新动
力。今年上半年，全市实现跨境电商
进口额 89.8 亿元，同比增长 38.4%。
全国累计 1160 万人次从宁波购买
了跨境进口商品。

布局产业链
扩大开放新能级

记者走访宁波外贸企业发现，
宁波外贸的韧性强劲、底气充足，来
自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胸襟、融入
世界产业链的眼光和布局。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持
续推进。宁波抓紧建设“一带一路”建
设综合试验区和中国-中东欧国家经
贸合作示范区，打造了梅山保税港
区、宁波杭州湾新区等一系列形态完
备、功能丰富的高能级开放平台。宁
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总
量占比超过20%；随着“17+1”经贸合
作示范区建设深入推进，与中东欧国
家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鼓励科创进一步激发隐形
冠军市场竞争力。在船舶、核电等领
域的建设中，密封件属于关键“小零
件”，曾被国外公司垄断达半个世纪。
今年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上，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参与
的“高精度高强度中厚板结构件复合
精冲成形技术与装备”项目，荣获
2018年度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

像这样的国字号制造业隐形冠
军，宁波已有 28 个，它们代表了所
在领域科技研发的尖端力量。宁波
鼓励更多企业家和科研工作者关注
并参与到关键核心零部件的研发之
中，提高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
增强。均胜公司通过海外并购转型升
级，海外销售收入占比超七成。申洲、

百隆东方、公牛等一批传统企业也通
过增设海外生产基地和海外仓、对接
上游供应商等方式，主动重构生产
链、供应链、物流链，带动产业提质增
效。宁波民营经济发达，“走出去”的
民间资本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地
区），实际对外投资超百亿美元。

宁波速度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和创新平台

2019 年 1 月，中意宁波生态园
成功下线第一台吉利汽车。

“汽车工厂的建设周期一般是
3 年至 4 年，我们两年不到就建成
了。”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伟平欣喜地说。这个占地面积
约 1174亩、投资超百亿元的规划年
产能 30 万辆乘用车项目，因为“宁
波速度”赢得了一年时间。

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更加激
烈的市场竞争，宁波深化“最多跑一
次”改革，着力营造最优的营商环境。
宁波对标世界银行标准，密集出台了
降本减负、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80条
等精准措施，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加法
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2018 年，在中国城市营商环境
质量指数排名中，宁波位居第8，项目
审批效率居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

为了增强产业创新平台源头供
给能力，宁波将引资和引智相结合，
2018年共新引进海内外全职院士 9
名，其中甬籍院士全职回归 3名，柔
性引进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都实现
了翻番增长，人才净流入率跃居全
国第二。同时，引进一批高校研究
院，新建各级创新中心、研发中心上
百家，成为助推宁波实现新旧动能
转换的强劲引擎。

7 月 9 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关
于同意设立宁波前湾新区的批复》
正式发布。前湾新区规划控制总面
积 604 平方公里，空间范围包括现
宁波杭州湾产业集聚区，以及与其
接壤的余姚片区和慈溪片区。

风从东方来。
对标上海“前滩”、深圳“前海”，

根据浙江省大湾区建设的安排，宁波
正迈出前湾新区建设的第一步，搭起
对接长三角一体化的“前沿阵地”。宁
波新一轮高质量发展，正积能蓄势。

风从东方来
——宁波外贸念好“国际经”的故事

新华社宁波8月14日电
记者 何雨欣 屈凌燕

在宁波采访的第四天，绵绵细雨降临。
我们来到位于北仑区的海天集团，首先参观了

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亚洲目前最大的单体车间。
偌大的车间里，无数大型制造设备自动化作业，

大型构件在自动传输。
注塑机，把塑料注射成型的大型精密机械设备。

作为世界最大的注塑机生产商，海天集团将产品从
附近的北仑港出口到世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而
北仑港所属的宁波舟山港已连续 10 年成为全球货
物吞吐量第一大港。

在这样的阴雨天，近距离接触大型精密的工业机
器，驻足于北仑港动辄几十万吨级巨轮前，不禁心生感
叹，似乎些许感触到了工业文明的厚重与灿烂。

宁波，向海而生。
生长于这里的人，见过无边的广阔，见过滔天的

巨浪，也见过不惊的波澜，涉狂澜若通衢。海洋文化
和中国南方农耕文化在此交汇，自古读书声与海潮
声相伴，又让保守与开放、大胆与务实的气质共融于
这座城市。

这些气质也贯穿于宁波制造业的发展。
宁波是可以找到中国制造业“先声”的地方，一

批实业家，在“五口通商”屈辱中打开国门，也最早历
经与国际大鳄竞争的洗礼，在潮起浪涌中深深领悟
着技艺与信誉的力量，并以“一根火柴擦亮中国”的
韧性参与掀起国货潮。

百年过往，再看宁波，这里仍然在坚守实业，耐
人寻味。

宁波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硬核”之城，制造业始终
占据核心地位。更有不少企业家隐于角落，甘于寂寞，
埋头深耕某个单项领域的深奥技艺，最终成为“海底的
巨鲸”，在“无法替代”中迎接一次又一次惊涛骇浪。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企业与中国改革开放共成长，不断大胆探索的

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常将奶奶教他的一句话
挂在嘴边：“要重里子，而不是面子”；

位居全球电脑针织横机市场份额第一，宁波慈
星股份董事长孙平范谈起对事业的感情，总会提起
妈妈9岁时就开始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编织手套；

拥有密封件领域核心技术、破解核电站微量泄
漏“世界难题”的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励行
根，用拧螺丝来比喻做事情，“要拧就要拧到底”。

征程是大海，脚下是大地。
勇于面朝大海闯天下，却是一丝不苟闯天下；敢

于在风浪中冒险，却不做无谓的冒险；善于在市场大
潮中打拼，却始终是遵守规则的打拼，宁波企业家用
一种“阿拉宁波人”的方式追风逐浪。

“面对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您是怎么
打算的？”

参观完海天集团的车间，我们采访了董事长张
静章。

他细数企业的应对：通过全球布局分散影响，在
技术和服务上继续跟进，巩固已经占领的市场……

今年 83 岁、用 53 年时间从做一把锄头起步，
“塑”造世界注塑机传奇的张静章说：“相比我们以前
遇到的无数风浪，这次已经不算什么。”

宁而不寂，波而不怒。
600多年前，拥有7000年历史的这个地方，取名

宁波，寓意“海定则波宁”。

宁波 波宁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