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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冠军·破茧往事⑦

本报讯（记者黄合 通讯员
鲍盛基 徐毅） 对于一座城市来
说，人才生态有哪些必备的要
素？在年轻人眼中，人才生态的
内涵是什么？一个区域如何实现
人才和科技资源的高度集聚？这
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一座
城市的未来。

20 日，在“风起大会”现
场，微链、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
究院和猎聘网共同发布了《2019

中国城市人才生态指数报告》。
该报告选取国内32个直辖市、副
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作为主要研
究对象，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践调
研构建完善的指标体系，综合分
析样本城市的人才生态现状与特
点。

报告显示，深圳、北京、上
海、杭州、广州属于城市人才生
态第一梯队；宁波、南京、长
沙、成都、武汉等城市一起位于

第二梯队，其他城市则属于第三梯
队。

值得一提的是，从数据上来
看，宁波和杭州相关人才生态指标
表现亮眼，携手上演浙江人才生态

“双城记”。其中，宁波的社会文化
生态、城市经济生态跻身榜单前
五，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达，宁波
的经济活力和市场开放度尤为突
出；同时，宁波的城镇登记失业
率、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交通健

康指数位居同类城市前列，城市生
活生态同样可圈可点。

“人才竞争本质上就是人才生
态环境的竞争，要让人才引得进、
留得住、流得动、用得活，就必须
以好的人才生态来吸引人。”主办
方表示，城市人才生态建设是一场
比拼耐力的马拉松。对于宁波来
说，要进一步加强“青年友好城”
品牌打造，让更多优秀的创新创业
人才来甬、留甬。

《2019中国城市人才生态指数报告》发布

宁波杭州上演人才生态“双城记”
本报讯（记者何峰 慈溪市

委报道组卢萌卿 邵滢） 这几
天，慈溪“广慈医疗”的工作人
员正忙着植入钉表面等离子注射
关键技术产品申报国家药监局注
册的事情。“在刘宣勇研究员的
帮助下，公司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种植牙销售形势喜人。”公司
负责人徐仲棉说。

19 日 ， 在 慈 溪 “ 上 林 峰
会”上，刘宣勇以上海市青年科
技人才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带着
一批上海青年才俊来到跨海大桥
对岸，助力慈溪“二次腾飞”。

创建沪甬合作人才示范区，
激活区域创新引擎。“上海有众
多高校院所、创新平台和领军企
业，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
心。慈溪正通过建设人才合作平
台、拓展人才对接渠道，承接上
海创新辐射和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动力。”慈溪市委主要
负责人表示。

建设高能级载体，搭建人才
合作平台。随着中科院慈溪应用
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中心 19 日正
式开园，中科院上海分院和慈溪
的战略合作渐入佳境。中科院上
海应用物理所宋世平团队的“智
能型生物传感器”落户慈溪；中
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杨辉开发的

“燃料电池纳米电催化剂”在慈
溪量产……中科院慈溪应用技术
研究与产业化中心运行两年来，
已引入由院士、长江学者等领衔
的项目 9 个。“我们还将和慈溪

共建慈溪中科产业园，产业化项目
优先向慈溪转移。”中科院上海分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外，中科院
慈溪医工所也于 19 日开园；上海
市科技人才发展中心准备在慈溪设
立分支机构，和慈溪共享人才资
源。

拓展各种渠道，开展人才政策
推介和校企对接。挂职、引才、留
才，一场打破地理限制的人才“同
城记”正精彩上演。慈溪成立以上
海 高 校 联 盟 为 代 表 的 “ 青 春 智
库”、以环湾政产学研联盟为代表
的“环湾智库”和以关爱家乡上海
顾问团为代表的“专业智库”，集
聚在沪人才近 1000 人。上海交大
王富教授在上林英才创业园成立公
司，主要研发高端光学仪器，他研
究生毕业后也来到慈溪，成为中坚
力量。“研发在上海，生产在慈
溪”，慈溪还在上海虹桥布局科创

“飞地”，成为连接上海的新入口。
搭建人才“跨海大桥”，赋能

经济转型升级。上海人才带来的技
术、项目，正推动慈溪传统产业的
智能化改造和高端装备、新型材
料、生命健康等产业的快速发展。
宁波健信首席工程师徐迅博士是上
海人，他参与研发的产品获得国家
发明技术奖二等奖，助推公司成为
全球核磁共振核心部件主要供应
商。“得到上海高层次人才鼎力支
持，去年慈溪生命医疗健康产业产
值突破百亿元大关，成为慈溪成长
最快的产业。”慈溪市委人才办负
责人说。

创建沪甬合作人才示范区

人才“跨海大桥”
激活慈溪创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作为人才科技周的一项重
要活动，20日上午，海外留学人才
项目展示对接会在宁波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一大批海外留学人才和
我市企事业单位、各留创园与各大
创业创新平台进行洽谈对接。

据了解，今年“留创行”活
动人才项目报名及对接工作首次
采用全球引才网络平台，实现人
才项目网上报名、后台筛选、线
上对接的全流程闭环。报名开始

后短短一月间，收到优质人才项
目 610 个。按照我市“246”万
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人才项目需
求，我市择优筛选了 476个人才
项目参与企事业单位网上对接环
节，同比增长30.4%。

相较往年，本次参与对接的
人才学历更高，其中有 278名博
士、170 名硕士，硕士及以上人
才占比达到 94.1%。同时，本次
报名参会的人才项目分布也更为
广泛，除 367名海外人才外，国

内多个重点城市的优秀人才也带着
自己的项目积极报名，希望在宁波
找到发展机会。在这次活动中，项
目涉及能源环保、汽车制造、高端
装备、新材料、数字经济、生命健
康、文化创意及其他 7大类，范围
更为广阔。在这些人才项目中，经
过前期的精准对接，我市最终邀请
了匹配度比较高的 135名海外留学
人才携带技术项目来我市进行现场
洽谈对接与考察。

在展示对接会上，135 名高层

次海外留学人才及 101个创业创新
项目与宁波近 500 家企事业单位、
高校科研院所进行现场对接洽谈。
经统计，达成初步对接意向共 152
次，现场签订引进协议3人。

据了解，“留创行”活动从
2005 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成为立
足宁波、辐射全国、影响海外的特
色品牌，吸引了一大批国内乃至国
际领先水平的先进技术、高端项目
落户甬城，极大丰富了宁波的创业
创新供给。

135名海外留学人才热情拥抱甬城

记者 易鹤 通讯员 吴立锋

冠军企业：浙江大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舞台机械年销售额居全
球第一）

2012 年的龙年央视春晚至今
让人记忆犹新。

从萨顶顶演绎《万物生》，整个
舞台呈现由冰雪融化到万物复苏的
奇幻景象，再到张明敏演唱《我的中
国心》，高大雄伟的“长城”拔地而
起，他仿佛站在长城之上放声高歌
……

美轮美奂的春晚舞美，源自强
大的硬核技术。这一年，央视舞台上
破天荒地装设了 304 个升降台，其
总承包商正是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回忆这段往事，大丰实业董事
长丰华一脸庄重：“对一家技术准备
时间并不长的民企来说，转型生产

这些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确实是一
种挑战。这好比是一扇开得有点高
的门，爬上去很累，一旦推开了，眼
前一片辽阔。”

成立于 1991年的大丰，一开始
主要生产电源接插件、配电箱、摄影
器材，最初的产品销售对象是各大
电影制片厂和电视台。

20世纪90年代，适逢中国文化
产业蓬勃发展，对影视舞台设备、活
动看台、公共座椅的需求量猛增，对
设备的技术含量、质量要求也越来
越高，而国内有设计生产能力的厂
商寥寥无几，大丰毅然决定向产业
链上下游延伸。

一家小乡镇的民企想承接大城
市的科技项目谈何容易。没有钱，砸
锅卖铁筹资金；没有人，五湖四海抢
人才。丰华说，赢得信任最好的方
法，就是拼尽全力打造不可替代的
产品和服务。

在主动与国外行业龙头企业结

成合作伙伴后，大丰的综合技术与
服务水平突飞猛进，其活动看台迅
速红遍大江南北，国内市场占有率
高达95%。第一桶金的到来，让大丰
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间。1996 年，大
丰开始生产体育场馆的专用注塑、
吹塑座椅和可伸缩活动看台。1999
年，大丰又把目光瞄准了舞台机械
设备，并在一次次的“补链”“强链”
中赢得先机。

雅典奥运会、北京奥运会、伦敦
奥运会、索契冬奥会……大丰先后
为全球 5000 座体育场馆提供了专
业设备与工程服务。新中央电视台
大剧院、新北京电视台大剧院、上海
世博会文化中心、俄罗斯国家艺术
大剧院、哈萨克斯坦大剧院、古巴国
家大剧院、印度首都大剧院、斯里兰
卡国家艺术剧院……大丰“智”造在
全球绽放。

“现在的舞台越来越要求个性
化，越来越讲究创意，越来越需要打

动观众。”丰华告诉记者，随着竞争
的加剧，大丰把所有的精力集中于
从创意设计到制造、安装、维护全产
业链的打造上，不断延伸产业链，以
服务创造价值。

“一个文化中心或剧院，除了土
建外，其他的如专业灯光音响、座
椅、活动看台、装饰、智能化等，全部
交给大丰就可以放心了，最多‘跑一
家’。”丰华说，大丰作为集成供应
商，所有环节由自己来做。这也是多
年来大丰在不断转型升级中形成的
核心竞争力。目前，大丰已牵头制订
了 12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引进培养
了建筑、机械、结构、舞台工艺、建筑
声学、电气、自动化控制等各类专业
工程师 500 多人，多项专利先后填
补国际、国内空白。

“金山银山来自实业这座青山，
七业八业关键是要干好主业。选对
了好项目，剩下的就是练就一身过
关斩将的硬功夫。”丰华说，大丰已
发展成全球最大规模、最具实力的
文体设施整体集成供应商，成为舞
台机械行业的“领跑者”，但还想攀
登一座更高的山。他将目光聚焦到
轨道交通产业、3D 演播系统、文体

智能化系统上，精心谋划企业再一
次绽放光华。

【记者手记】

大丰管理者思路开阔、步履清
晰，预见到我国文体场馆建设的高
潮，持续深耕演艺装备工程业务领
域，创造了文体产业演艺装备与服

务的大丰品质与品牌，绽放在中国大
舞台，融入了世界大舞台，留下了很多
值得我们深刻总结与借鉴的经验。这
其中最鲜明的一点就是以创新研发为
抓手，瞄准技术、项目的制高点，从本
土立足走向全国、走向行业领先、走向
世界，成为全球领先的、具有垂直一体
化产业链竞争优势的文体设施整体集
成供应商。

大丰：在集成中绽放光华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海曙
区委报道组续大治 孙勇） 一封

《与妻书》，饱含林觉民顶天立地
的家国情怀，穿越岁月风雨，涓
涓流淌至今；一篇 《可爱的中
国》，道不完方志敏“我的一
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
了”的一片赤子丹心……按照海
曙区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 题 教 育 工 作 部 署 ， 19 日 下
午，“使命——海曙民企红色书
信诵读大会”举行，当地企业家
代表以朗读者的身份站上舞台，
用诵读的形式汲取信仰力量，牢
记初心使命。

红色书信诵读大会坚定了两
新组织党员创业的信心。国骅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国年表
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踏踏
实实办好企业，心无旁骛创新创
造”嘱托，不忘创业初心，不负时

代使命，以坚定的步伐、激昂的斗
志，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第二批主题教育启动以来，海
曙区充分借鉴运用第一批主题教育
成功经验，创新方式方法、强化
分级分类指导，努力做到学思用
贯通、知信行统一。作为两新组
织的集聚区，海曙区整合教育资
源 ， 打 通 全 区 29 家 党 性 教 育 阵
地，引导 902个两新组织党组织的
1.6 万余名党员，前往配有初心讲
堂、实践拓展等特色课程的教育阵
地进行学习，通过“海曙红图”按
图索骥、锤炼党性。此前，为补齐
民企党建工作短板，海曙还通过派
送、引进、培育“红色教员”，让

“党建帮办”制度在全区民营企业
实现全覆盖。今年以来，该区 335
名“红色教员”累计解决企业党组
织志愿服务供需匹配等各类需求
1500余项。

从“红色书信”汲取信仰力量

海曙掀起主题教育高潮

工人在场馆安装设备。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应
姗姗 陈皎宇） 昨晚，在泰国芭堤
雅举行的举重世锦赛上传来好消
息：宁波运动员、奥运会冠军石智
勇在男子 73 公斤级比赛中发挥出
色，以抓举 166 公斤、挺举 197 公
斤、总成绩 363公斤夺得该项目三
枚金牌，并打破挺举和总成绩两项
世界纪录。

举重世锦赛是国际举联的金牌
赛事，也是东京奥运会之前最重要
的一次积分赛。参赛运动员只有在
奥运积分赛中拿到足够的积分，才
能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在先进行的抓举比赛中，石智
勇先后试举 160 公斤、163 公斤均
成功，随后他第三次出场，试举
166 公斤成功，这样他没有悬念地
夺得抓举项目的金牌。三次试举均
告成功，说明石智勇的状态极佳，
比起今年上半年在宁波亚锦赛时他
的表现更加稳重。

随后的挺举比赛，更是成了石
智勇的个人表演。他在第二次出场
时试举 197公斤成功，就打破了挺
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图为石智勇登上最高领奖台。
（应姗姗 摄）

石智勇世锦赛夺三金 破两项世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