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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宁波民企底气何来
——对部分制造业企业突围的调查

“宁波民营企业高度重视技术创
新，追求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在疫
情之下闯出了一条突围之路，难能可
贵！”日前，在调研完公牛、方太、慈
兴等企业后，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感慨地说。

后疫情时代，宁波民营企业以顽强
的生命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生产经营实现平稳发展或
逆势上扬，为全市经济稳定恢复立下了
新功。

从已经发布半年报或半年业绩预报
的上市公司来看，乐歌股份、江丰电子
等宁波上市民企净利润实现翻番增长。
随着国内外订单的逐步回暖，我市企业
生产能力利用率持续提升，从一季度的
50.1%提高到二季度的66.8%，7月份以
来还在增加。

从出口数据来看，民营企业活力澎
湃。据宁波海关数据显示，1 月至 7
月，全市民营企业进出口额达 3715.4
亿元，同比增长6.3%，占同期全市进出
口总额的70.5%，增速居各类型企业之
首。

开栏语：为积极展示新时代
甬商风采，助力全市“246”万
千 亿 级 产 业 集 群 建 设 ， 服 务

“225”外贸双万亿行动，宁波日
报 《开放周刊》、江厦智库今起
联合推出“甬商新说”栏目，汇
聚甬商新经济智慧，建言宁波高
质量发展。

随着全球技术、人才、资本
等要素的全方位流动，国际化合
作成为大趋势。今天的甬商，更
应该将重心放在全球市场上，要
有全球视野，同时把根深深扎在
宁波。

1989 年，以服装起家的杉
杉一度成为中国服装行业的名牌
企业。但当时我讲：“任何产业
都有周期性，特别是服装企业，
只要市场对外开放，中国的名牌
很快会成为非主流品牌，企业的
发展无非要走两条路，要么转
型，要么升级。”所以我们在服
装行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寻求
新的突破，进军锂电材料行业，
收购了中国唯一的碳素研究所，
苦熬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企
业开始成熟的二十年，所以才有
了全球规模、技术领先的一个新
杉杉。

多年来，杉杉立足于上海，
先后在上海、宁波、长沙、包
头、郴州、东莞、石嘴山、宁
德、衢州等地设立多家生产企业
和2家研究院，发展成为全球规模和技术领先的锂电池
正极、负极、电解液材料综合供应商。苹果、特斯拉、
奔驰、宝马、索尼、三星、LG、宁德时代、比亚迪等
全球知名企业都成为杉杉的客户。

杉杉布局全国，客户遍布全球，但我们的根始终还
是在宁波，我们在转型中回归，在回归中升级，并且不
断加大在宁波的投资。目前，宁波已经成为杉杉新能源
产业研发、生产的核心基地。

“宁波帮”遍布全球各地，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也是甬商能够很好与世界对话的窗口。30 多年前，邓
小平同志号召“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
宁波”，包玉刚、李达三等甬商精英为改革开放中的宁
波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今天，宁波市委、市政府呼吁
甬商回归，产业回归、总部回归、资本回归和人才回归
都应该成为回归的各种方式。2018 年杉杉在宁波上缴
税金 20 多亿元，2019 年也是如此，我认为这就是最好
的回归。

宁波现在大力发展智能经济、数字经济，需要的是
创新机制的土壤和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传统
产业通过嫁接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完全可以成为
新动能，杉杉用二十年的实践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了一种可行性样本。

宁波的企业家都是在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的浙东文
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在新时代，我们需要知难而进的
勇气，知书达礼的素养，知恩图报的胸怀，我们要不断
拓宽视野，向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家学习，要站位高、格
局大，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商业文明进入新阶段，我们只有不断学习，做个有
思想的企业家，才能跟上这个时代，才能引导和顺应企
业在变革中求生存、求发展。今天的杉杉，代表的不仅
仅是一个品牌，更代表一种植根于土地的创新力量。

（作者为杉杉控股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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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俞永均 通讯员 余盛盈

今年以来，我市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实现
低开稳走、逐月回升的良好态势。市统计局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共实现营业收入 1567.3 亿
元，同比增长 1.0%，较上月提高 1.8 个百分点，今年首
次实现正增长。

十大行业半数正增长。从构成行业看，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五个行业收入实现正增长，同比
增速分别为 13.5%、2.2%、47.0%、0.2%和 1.1%，明显好
于今年前 4 个月仅有两个行业为正的水平。

科技和信息行业贡献显著。今年以来，在领军企业
带领下，我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疫情下表现出较强的抗压能力，两
者增速分别达到 47.0%和 13.5%，分别较上月提高 18.0
个和 8.4 个百分点，拉动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2.5 个和 1.2 个百分点，是服务业增长主动力。

产业经济持续向好。上半年，服务业中三大产业均
实现较快增长，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数字经济
服 务 业 部 分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5.1%、 20.7%和
11.5%，增速分别较上月提高 12.4 个、7.0 个和 5.5 个百
分点。

宁波规上服务业
营收增速今年首次转正

韩电的多元化营销，慈兴
的品质革命，新海的赛道转换

从慈溪洞见宁波
制造未来

作为环杭州湾大湾区的工业重镇，
慈溪民营经济发达，拥有 17 万市场主
体，占了宁波的六分之一强。慈溪工业
经济占比达到 55%，培育和打造了智能
家电、轴承等高端机械组件、汽车及关
键零部件等优势产业。疫情下慈溪制造
的发展状况，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宁波制
造的全景。

从电缆业务切入家电行业的韩电集
团，近几年通过自主建厂、自建生产
线等方式，采取小步快跑的策略，实
现快速扩张。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企业的销售一度下滑。4 月
份起，韩电与微信直播平台合作，前
后进行了 8 场大型直播带货，成为家
电业的直播“达人”。通过直播，公司
提高了产品曝光度，增加了品牌影响
力。同时，公司针对夏季梅雨季节家
庭衣物晾不干的痛点，研发出带有烘
干功能的洗衣机；针对母婴衣物的清
洗，研发出带有高温煮洗功能的母婴
专用洗衣机。

“我们既做内销又做外销，同时也
做 OEM，内销方面则坚持线下线上同
步走。”韩电集团总裁沈凯峰告诉记
者，他们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销售坚持多
元化发展，确保“东方不亮西方亮”。
随着内销市场全面启动，韩电产能销售
又恢复了。“7 月份以后，我发现外销
突然爆发了，出口订单增加 3 到 4 倍，
过去从来没有见过外销有这么大的增
幅。”谈到最近的经营状况，沈凯峰一
脸喜色。

通过品质革命提升产品档次，是慈
溪企业突围的重要利器。慈兴集团从最
初的家用鼓风机轴承和家电产品轴承，
到汽车专用轴承，走的是一条产品升级
之路。“2010 年，德国宝马汽车半夜十
二点跑到我们工厂参观，德国工程师现
场提出意见。一瞬间的感觉，就是德方
在找茬，但这是中国企业进入高端市场
必须要过的门槛。”慈兴集团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宝马在对公司 5 次验收的
过程中共提出两百多条意见，目前 99%
的意见已完成整改，此举促使慈兴的产
品品质大大提升。

“只有将最苛刻的客户奉为贵宾，
产品的品质革命才会成功。”这位负责
人举例说，日本客户提出轴承一定要称
重，刚开始他们觉得不可理解，“后来
客户说，这是为了确保轴承不少钢球，
我们就在一个车间里核查了产品，结果
发现上百个轴承少钢球。”通过反向改
进前面的生产工艺，最终慈兴用高速计
数器解决了轴承少钢球问题。如今，慈
兴已是宝马、奔驰等全球知名汽车商的
首选轴承品牌。“我们将立足轴承，发
展机电集成，向汽车、工业机器人、家
电领域拓展，计划到 2030 年把规模做
到 50 亿元。”他表示。

以传统制造见长的慈溪工业，在发
展新兴产业方面也不逊色国内其他城
市。今年一季度，新海集团与荷兰客户
共同研发的一款拥有全球独家专利的新
型精密雾化器，助力新海在疫情期间逆
势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 24.69%。根
据订单需求，预计 2020 年新海新型精
密雾化器全年销售额增长 15%，出口额
达到 6000 万美元。

作为全国打火机行业的知名企业，
新海曾成功打赢欧盟反倾销官司、突破
欧盟 CR 技术壁垒，产品远销 80 多个
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公司进军医疗器

械行业，通过自主创新和并购，拥有两
个医疗器械全资子公司，成立了宁波、
深圳、南京三大研发中心，目标是打造
医疗器械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能够
扛住疫情的大考，取得这份喜人的成
绩，再一次证明了当年新海转型升级的
赛道没有选错。”新海集团副总裁、宁
波新跃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
宁薇说。

布局新业态，把握新基建
机遇，开发国产替代品

从半年报看甬企
应变能力

7 月 1 日以来，在上海证交所和深
圳证交所上市的企业陆续发布半年报或
半年业绩预告。我市多家上市民企交出
亮眼成绩单，成为市场的“绩优生”，
体现出疫情之下宁波民营企业化危为机
的应变能力。

乐歌股份披露的半年度业绩预告显
示，公司 2020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预 计 为 6000 万 元 至
6700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55.5%至
185.3%。公司表示，这主要得益于其长
期以来的跨境电商、跨国制造的国际化
战略布局优势显现，虽然海外疫情蔓
延，但乐歌股份的国内外生产基地正常
生产经营，公司自有海外仓配送顺畅。

江丰电子最新公布的 2020 年中报
显示，上半年完成营业收入 5.33 亿元，
同比增长 53.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净 利 润 4083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196.11%。今年以来，随着客户端需求
增加和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视程度提高，
以及国内半导体产业对国产化需求紧
迫，对国产替代的进度大大加快，公司
各项业务得到快速发展。

近日，东方电缆发布了 2020 年上
半年业绩报告，实现营收 21.22 亿元，
同比增长 42.2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 的 净 利 润 3.6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2.75%。由于受到国内海上风电抢装
影响，东方电缆海底电缆和海底光电复
合缆销量大增，承担了多个海上风电海
缆及施工总承包项目。

7 月 14 日，激智科技发布业绩预
告，预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412.70 万元至 3951.55 万元，
同 比 增 长 90.00% 至 120.00% 。 报 告 期
内，太阳能背板膜、复合膜订单的增加
带动了销售额上升，上半年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约 5.4 亿元，整体销售额较上年
同期增长约 25%。

在同样的疫情影响下，以江丰电子
为代表的宁波民企为何能逆势大增？它
们抗压的底气来自哪里？

仔细梳理这些企业的主营业务和竞
争优势，我们发现，它们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宁波制造业企业的转型路径和突
围方向：一是及早布局新业态新模式，
如乐歌股份是跨境电商的佼佼者，通过
海外仓使出口产品直达美国消费者；二
是抓住了国家发展新基建的商业机遇；
三是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研发，成为
同类进口产品的国产替代品；四是厚积
薄发，赶上了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爆发
期。

市统计局在对企业的问卷调查和走
访调研中发现，二季度国内及国外订单
数量逐渐增加，产能利用率得到一定提
升，企业的整体经营状况得到较大改

善。与一季度相比，企业经营状况勾选
“一般及以上”的比例为 76.5%，提高
了 18.6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能力利用率
为 66.8%，环比提高了 16.7 个百分点；
二季度企业产品订货量处于或高于正常
水平的达到了 61.9%，环比提升 13.8 个
百分点。

让头部企业带动小企业创
新，突围后攀登新高峰

为中国经济突围
贡献宁波路径

后疫情时代宁波民营企业的突围之
路，引起了珠三角民营大市广东佛山的
关注。8 月 12 日至 14 日，佛山市统战
部、工商联专门带着 14 家企业来慈溪
学习调研。“杭州湾和粤港澳两大湾区
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湾区企业应该
互相学习和借鉴，为中国经济发展培育
新的增长点。”佛山市委统战部副部
长、工商联党组书记李德说。

随同佛山市企业家一起来甬的，还
有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
究院周其仁教授。在宁波市湾区经济研
究基地的配合支持下，他们深入走访了
吉利汽车、方太、公牛、天生密封件、
慈兴等宁波标杆企业。8 月 14 日，周其
仁在慈溪专门给中小企业代表上了一堂
课，演讲主题为 《疫情背景下的企业发
展》。

周其仁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快
速发展归根结底得益于成本优势和全国
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但如今，廉价的
要素成本不复存在，印度、越南等新兴
市场国家依靠更低廉的成本在后追赶，
而以 G7 为首的西方国家牢牢把握着独
特性的技术、产品优势，在前面堵截。

中国经济如何突围？周其仁认为，
需要通过创新突围，他列举以色列、荷
兰、德国以及浙江优秀企业的案例后指
出，中国要在原理、技术、产品、市场
这四元关系中寻找出路、创新突围。

“当成本曲线到达最优解时，必然掉头
向上，扩大规模需要更多的土地、工人
和要素资源，成本优势逐渐瓦解，必须
生产创新性的产品，才能重塑向下的成
本曲线。”他说。

“方太一开始就瞄准高端市场，不
断研发推出新产品，今天方太产品卖得
比西门子还贵，而且销量远超西门子。
公牛也设计了许多新产品，今年推出了
防过充的插座，这种新产品的推出能够
不断重塑成本曲线，让边际成本始终保
持在下行区间。”周其仁表示，宁波的
方太、公牛都做得很好，值得其他企业
学习。

周其仁还结合此次调研，建议宁波
充分发挥国家级隐形冠军企业数量多的
优势，让头部企业带动小企业创新。“每
家企业都试图变成创新尖子，这个愿望
很好，但通常做不到，人才、资金、知识体
系都支撑不了。”他说，放眼全球，又小又
专又精的公司数量很少，大量的创新还
是要让头部企业来带动。

“在德国，为什么很多隐形冠军企
业可以活得很好？因为德国工业自然形
成了一个生态，头部企业和很多中小企
业之间构成了契约链关系，像奔驰这种
大厂有几万家小厂给它配套。”周其仁表
示，宁波要全力培养一批自己的头部制
造企业，与中小企业共同构建牢固的供
应链条，突围之后再攀登下一个高峰。佛山市企业代表团在宁波天生密封件公司调研。（俞永均 余寅同 摄）

惠之星车间。 （殷聪 摄）

天一广场一角。（俞永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