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海曙区杰出贡献企业家

李如成

二、海曙区突出贡献企业家

许华杰
张江平
戎巨川
钟建波
单孟春
宋汉平
黄金宝
庄 巍
梁生生
赵 阳
祁圣伟
王 鑫
陈继东
吴志光
王利平
沈 彪
邵铭法
马林霞
孟文华
张龙棋
徐立勋
余逊龙

三、海曙区优秀企业家

（一）特色优势企业类
俞 斌
竺丹东
徐泉国
陆意祥
金建新
张君波
胡元虎
俞培君
袁坚钢
周承威
张宵华
滕 辉
王 瑛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狮丹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博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城建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中宁化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三生 （中国） 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上药控股宁波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中外运有限公司

宁波住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泰百货宁波海曙有限公司

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帅特龙集团有限公司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杉井商业管理 （宁波） 有限公司
万邦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市政工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万华建设有限公司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威 （宁波） 啤酒有限公司

宁波黄古林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梁桥米业有限公司

宁波路润冷却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华晟轻工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旷世智源工艺设计有限公司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金鸡强磁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培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东海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威麟马电子有限公司
华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布利杰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旷世居家用品有限公司

朱豪轲
毛奇峰
忻国君
应益军
姜平潮
洪 舟
李 寒
何耀光
施建耀
魏建根
喻运平
翁惠萍
童建中
陆晓峰
应飞军
任 伟
冯庆彬
方 宇
郑碧寅
黄永增
何承命
王怀平
王 剑
黎 辉
何锡明
田平岳
王基铭
何斌锋
王仁祥
王纪跃
何国平
胡 勇
梅志成
刘艳森
卢 冲
（二）创新高成长企业类
俞国华
毛松杰
周朝辉
屠赛利
王浩光

宁波开诚生态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八方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宁波忻杰燃气用具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鸿滕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通源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立华制药有限公司

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海逸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宁波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宁波杉杉物产有限公司
浙江安鑫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蔬菜有限公司

宁波二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甬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之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荣耀置业有限公司威斯汀酒店
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宁兴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斯普澜游泳池用品有限公司
康宝莱（中国）保健品有限公司宁波第一分公司

宁波小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政公用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汇丰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飞扬国际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爱珂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
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爱柯迪精密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思明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亚太酒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银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市建工检测有限公司

2019年度区杰出贡献企业家、突出贡献企业家、优秀企业家 2019年度区长质量奖

宁波路润冷却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甬嘉变压器有限公司

宁波伊司达洁具有限公司

浙江亚太酒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2019年度区杰出人才

严国元

张宵华

朱樟明

赵生捷

何 帆

王晓峰

王新龙

宁波星箭航天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华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宁波芯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摩羯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威斯巴特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总经理

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智慧农业事业部副总监

宁波新思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招商选资工作先进单位

金奖

银奖

铜奖

招商选资先进服务单位

区委组织部 （人才办）、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财政

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政务服务办、区金融服务中心、电子

商务产业园管理中心、海曙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海曙区税

务局

望春街道

鼓楼街道、石碶街道、南门街道

江厦街道、古林镇、集士港镇、高桥镇、
月湖街道、望春工业园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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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上午，一句“谷雨有雨、宁波有你们”，牵动
着海内外无数英才的心。2020 宁波人才日的启动仪式上，
海外优秀学子代表、牛津大学毕业生陈琦站上讲台，热情
推荐这片人才安居乐业的“沃土”：“刚回国时，我考虑过
去北上广，但因为‘谷雨之约’，我选择了宁波、选择了海
曙作为创业起跑线。在这里，公司选址、工商注册、资质
审批等各项琐事，竟然‘跑一次’就全办完了！”

以陈琦为代表的海内外人才的声声赞许，是对海曙引
才成就的最大肯定。去年年底，全区人才总量已达 23.96 万
人。近日，海曙再次在全市人才工作目标考核中脱颖而出
斩获桂冠，并历史性获评全省市县党政领导人才工作述职
评议考核优秀奖。

一座人才集聚的“磁场”，正在持续发挥着作用，且愈
变愈强。

引才怎么引？海曙坚持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同步推进，外
派6支“双招双引”小分队分赴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重
点城市，开展个性化目录招引。同时，还将10家优质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引入海曙，深度对接本地企业需求，针对性招引契合
当地产业结构的高层次专家。

即便在海外，海曙也有所布局，设立了 6 个“引才引
智”工作站，聘请海外乡贤担任引才大使，通过各类对接
考察活动与海外人才接洽商谈。

留才怎么留？海曙主动与地方院校合作，共享人才资
源信息、共建研发平台，跨区域打造“引才共同体”和

“校企共建”平台，去年以来合作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14
人，一年新建 8 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数量高居
全市榜首。

如今，海曙和高校的人才合作对接已成为常态化机
制。有 18 家市外高校与海曙建立紧密联系，去年聚焦纺织
服装、机械制造、计算机软件等领域举办 8 场巡回招聘活动，
组织 420 余家次企业参与，引进各类产业人才近 1900 名。

人才日启动仪式上，宁波向四海英才发出盛情邀约，
希望他们在宁波释放无穷力量、创造无穷价值，共创美好未
来。近日召开的区委九届九次全体 （扩大） 会议也将人才视
作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把抢抓人才资源放在发展全局的突
出位置，奋力建设海内外高素质人才集聚区，构筑人才洼地
和创新高地。

海曙正在做的，就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健全政策
机制、搭建平台、拓宽渠道、营造生态，让海曙能脱颖而
出，成为四海英才干事创业、实现梦想的首选之地，共同
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知名度和竞争力提升贡献力量。

■厚植人才安居乐业“沃土”

锻造后疫情时代高质量发展锻造后疫情时代高质量发展““硬核力量硬核力量””

文/徐展新 续大治 孙勇
图/海曙区全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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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到底、落地生根。

对海曙的政府部门和企业而言，疫情
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磨炼战斗力、寻
找新动能的好机会。

战“疫”刚刚打响不久，海曙就以
“两手都要硬、两战都要赢”为目标，将
17 个镇 （乡）、街道分区分级采取差异化
防控措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切实做到“复
工图”与“疫情图”相匹配。

企业缺人？海曙通过全社会发动、全
组织招人、全政策覆盖等方式，出台“支
持企业发展的十九条意见”，全力帮扶企
业分级分类分时有序复工复产，为一大批
企业解决无人可用的燃眉之急。

特殊时期，复工、招工的视野要放得
更宽、触角要伸得更远。为此，一场“春
风行动”在海曙悄然启动，相关部门与贵
州、江西、安徽等劳务输出大省主动对
接，加强与贞丰县、义龙新区对口劳务协
作的力度。全市首架劳务包机，以及一辆
辆专列和专车启动，将数千名被疫情阻隔

脚步的企业员工带回岗位。
与此同时，区人社局组织了 8 支赴外

招工小分队，分赴江西、安徽、河南、湖
南、贵州、四川、陕西、江苏等 8 个劳动
力来源相对较集中的省份，展开靶向式

“抢”人，并提供全程保姆式返岗服务，
让员工安心放心，助企业运转复产。

复工复产的引擎隆隆运转起来，但市
场环境、用工环境错综复杂，企业依旧面
临着诸多难题，迫切需要一个沟通协调、
解决问题的综合平台。海曙的应对速度很
快，在成立企业复工工作应急专班的基础
上开通“81890”24 小时企业复工咨询电
话，优化“政企直通车”平台，建设完善

“海曙区企业复工平台”，随时随地帮助企
业快速应对和解决复工面临的困难问题。

18 支定向服务小分队也建立起来，它
们的服务目标是 17 个镇 （乡）、街道及望
春工业园，根据企业反馈问题深化“三服
务”，实现一对一常态化联系，协助企业
实现复工进度和产能释放的吻合。

一座座平台、一支支队伍的出现，让
“全域复工”有了坚实的支撑和澎湃的后
劲。

“复工平台太给力了，发现我们出货率
有问题后，很快主动出击，帮我们解了燃眉
之急。”爱柯迪精密部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杨
如宏对此深有感触。当企业面临下游配套企
业达产困难、订单无法按期交货的困难时，
正是小分队拿着复工平台反馈的数据和配
套企业属地积极沟通，第二天就完成了一线
工人的调集，让这个险些流失的订单顺利完
成，帮助企业避免损失、维护信誉。

随着防疫工作趋于常态化，运行两个
多月的“海曙区企业复工平台”还完成了

“自我升级”，开始专注收集、分析研判现阶
段企业招工难、交货难、融资难、原材料供
应难等问题，让服务更精准、更有效。目前，
该平台已解决企业“疑难杂症”300 多个。

复工复产脚步加快，企业发展活力重
现，疫情之下潜藏着的转型升级的黄金机
遇，正逐渐显现。

■推进全域复工“硕果累累”

以前并没有把线上渠道作为重心的男
装龙头企业雅戈尔，在疫情下加快了数字
化的探索。从小程序、微信群到全员线上
营销、邀请流量明星直播⋯⋯一季度线上
营收同比增长 51.1%；

博洋服饰通过整合超过千家上游企业
和配套供应商的“大数据”，科学调配各
项原材料、人力等资源，解决内部供应链
难题的同时帮助更多上游企业找到“突破
口”，今年前四个月日均产量达到 10 万
件，4 月份销售额近 6 亿元，恢复到去年
同期的九成以上；

拳头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世界
第二的帅特龙集团，在疫情期间静下心来
做转型——过去 14 个装配车间工人负责一
条流水线，改造之后，实现了全数字化的
部分流水线，只需 2 到 3 人就能完成全部
工作量⋯⋯

这些龙头企业的实践和思考，也是海
曙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争当加快转型升
级的排头兵，打造现代产业数字赋能先行
区的必经之路。

当前，宁波已着手实施“246”万千
亿级产业集群建设，为下阶段全市的产业
发展制定了详细规划。不久前，宁波又勾
勒出重点领域五大新兴产业发展的路线
图，为企业转型指明方向。“我们要以此
为引领，也要针对自身产业基础、特色优
势针对性施策，走出一条海曙特色的产业
集群化发展路径。”海曙区发改局相关负
责人说。

现代服务业是海曙的传统优势，去
年，中外运、温州商会等总部经济项目进
展顺利，奥特莱斯四期、U-park 购物公园
开业运营，富茂大厦、东方商厦等商业改
造项目积极推进，南塘老街获评省级高品
质步行街试点，全市首个“9610”跨境电
商出口通道正式开通，“凤凰行动”海曙
计划深入推进，新增甬股交挂牌企业 72
家，直接融资额达 55.2 亿元。

4 月 22 日，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之首的德勤在海曙设立的
分公司也正式宣布运营。这是德勤在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全球首个正式运营的新设机

构，展示了德勤对宁波、对海曙营商环境
的认可，对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的肯定。

今年 7 月，海曙不仅把海关、税务、
人民银行等跨境电商业务相关部门聚到会
场，还邀请阿里巴巴国际站、eBay、豪雅
集团等跨境电商平台，中外运集团、顺丰
速运等供应链企业与工业企业，开展全产
业链式的“一对一”深度产业对接。跨境
电商实现这样的“全链”对接，在全省尚
属首次。

数字经济、临空经济、生命健康产业、
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意味
着海曙发展新兴产业的未来。当前，全区数
字经济三年行动计划正在如火如荼实施，
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日趋完善，良好的康
养环境和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让生命健
康产业后劲十足，一批新材料、新能源产业
项目和企业的落地，更是为产业结构调整、
创新能力提升注入了新鲜血液。

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现代服务业和先
进制造业为支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新
格局，逐渐清晰起来。

■描摹产业集群化发展“新蓝图”

6 月 28 日上午，阿里巴巴集团与宁波的全面合作取得
重大阶段性成果——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宁波阿里中心在
海曙揭牌。

阿里巴巴集团在宁波设立的这个独立法人机构，旨在
统筹阿里巴巴集团在宁波的所有业务，实现与宁波的全方
位深度合作，可以称为阿里巴巴在宁波的“家”。

宁波阿里中心将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加快推进
宁波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做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规模；充分发挥传统贸易赋能优势，加快推进三江口区
块 传 统 商 贸 业 的 转 型 升 级 ， 并 辐 射 带 动 全 市 商 贸 的 提
升；充分发挥创新生态集聚优势，与甬江科创大走廊形
成良性联动，为全市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带来聚变
效应。

立足海曙、服务全市，除了宁波阿里中心，海曙还坐

落着多家拥有一流人才队伍、具有强劲创新能力的高能级
平台。

宁波市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开发的“智云端”平台积极
推广，上海交大宁波人工智能研究院也完成了首批招生。疫
情期间，这些集聚了大量专家人才的高能级平台也充分发挥

“智囊团”作用，助企复工复产，达成了一系列研发、生产端的
深度合作。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编制之年，也是新一轮国土
空间规划的编制之年，我们要加强重大平台谋划建设，依
托重大平台落实重大项目支撑、明确重大产业方向，以规
划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曙
正谋划推进一批重大平台和产业园区，为优质企业、优秀
人才集聚开垦沃土，力争实现高水平打造国内一流创新型
城区的目标。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中国 （浙江） 自贸区赋权扩区、
宁波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多个机遇叠加的大环境
下，重大平台建设的意义愈发重大。

一方面，海曙正加快建设临空经济示范区，推动机场
四期拆迁，着力构建空铁一体综合枢纽。另一方面，海曙
举全区之力加快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推进浙江自贸区宁
波联动创新区空港片区建设，真正将这一区域打造成高端
产业集聚、新型业态丰富、发展活力充足的国家临空经济
示范区。

原有的望春工业园区、电商园区、月湖金汇小镇，正
在加速转型升级，力求提升效益、“脱胎换骨”。大量低小
散或闲置的村级工业园，将按照“搬迁一批、淘汰一批、
提升一批”的原则进行改造。

依托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岐阳工业园区、洞桥资源
循环利用产业园、梅园小微企业园等园区将加快建设，中
新创智 （宁波） 产业园一期已经动工，丁家地块总部企业
建设的规划也展露苗头。

种好梧桐枝，方能引凤来。得益于大平台建设，海曙
创新动能愈发澎湃。

■平台建设激发澎湃创新动能

宁波阿里中心落户海曙区。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首德勤在海曙投用疫后全球首个新设机构。

海曙企业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产。

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研究团队现场展示5G远程驾驶技术。

雅戈尔智能工厂助传统产业加速转型。

南塘老街入选省级高品质步行南塘老街入选省级高品质步行
街试点街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