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月底，威斯巴特科技（宁波）
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智能电子控
制的专业香氛精密雾化器将下线，
这是该公司落户高桥后生产的首
款拥有国际领先技术的新产品。

“作为一家掌握世界领先半导
体传感器核心科技的企业，我们非
常感谢高桥镇政府的服务小分队和
邻企互惠平台，让企业减少疫情影
响，一心一意搞研发。”威斯巴特公
司相关负责人沈龙涛介绍，依托邻
企互惠平台，该公司与高桥辖区企
业实现了上下游产业链的供需对

接，“目前我们与镇内的专业包装、
模具生产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高桥还是 DHL 国际物流公司苏浙
沪总部所在地，是公司未来国际物
流的首选。”

精准高效服务市场主体，是高
桥镇政府的一贯作风。“镇政府联合
税务、市场监管、环保、消防等部门
组成服务小分队，并与镇商会合作，
依托邻企互惠平台，主动上门听取企
业需求，帮助解决难题，助力企业高
质量发展。”高桥镇副镇长徐辉介绍。

疫情暴发之初，镇党委第一时

间部署安排，服务小分队协同高桥
商会，挖掘身边资源，通过各种渠道
准备了大量口罩和消毒水等，为辖
区企业做好防疫物资储备。“当时我
们订购的 1.5 万只口罩迟迟没有到
货，但承接的重点工程复工在即，商
会帮忙协调，紧急从其他公司调来
3000 只 口 罩 ，解 了 我 们 的 燃 眉 之
急。”浙江万华建设有限公司的崔主
任说。

在员工陆续返岗、企业复工复
产的关键时期，服务小分队和商会
又逐一排摸辖区企业用工情况并记

录在册，进行梳理汇总。商会还派出
人力资源专员，带着“清单”，派出大
巴专车，定向前往贵州六盘水市，对
接当地求职者，定向招人接回高桥。

疫情稳定后，高桥镇服务依然
在线。服务小分队了解到，宁波众远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需要扩大规模
进一步发展，但在融资注入环节遭
遇税务问题。镇里立即与税务部门
联合上门服务，该公司的相关税务
难题迎刃而解。同时，通过邻企互惠
平台牵线，众远公司的 3D 打印金属
粉尘材料业务与高桥镇老牌模具制
造企业——金氏实业公司，进行了
技术交流与上下游环节对接，探索
改进生产技术流程，提高生产效率。
今 年 ，众 远 新 材 料 产 值 预 计 可 达
1500 万元，同比增长 3 倍。

高效服务 精准定位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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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桥：走深走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后疫情时代的乡镇（街道）突围（八）

前三季度，宁波辰威电机有限公司销售额突破7000

万元，同比增长20%；宁波雪利曼电子仪表有限公司今年

销售额预计可达1.7亿元，同比增长15%；宁波寰采星科

技公司疫情期间被国家工信部列入产业链供需对接平台电

子信息行业重点企业……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海曙区高桥镇迎难而上，前

三季度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49.43亿元，其中二季度工业

产值增长17.8%，三季度增长7.5%；完成限上商品销售额

147.37 亿元，同比增长 14.2%；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

34.9%，占 GDP比重达3.5%，有研发经费的企业数量居全

区第一。

工业生产稳步恢复、创新驱动逐步显现的背后，是高

桥镇政府在政策、服务和引导等方面打出的一整套精准组

合拳。“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推动广大市场主

体复工复产、达能扩产，更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搭平台、引项目、纳英才，推动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协同

发展，不断提升发展质量。”镇党委书记俞鹏宏表示。

实体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主体，实体经济发展得更“壮
实”，应对挑战的底气就更足，
未来发展的步履就更稳；科技创
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
力，科技创新的脚步越快，高质
量发展的动力就越足。

面对疫情冲击，制造业重镇
高桥抓住了“实体经济”和“科
技创新”这两个“牛鼻子”，以
全方位、高质量的服务积极营造
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千方百计
帮扶企业稳住经营，不断激发企

业的创新活力，进而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同时，一如既往地大力
引进高层次人才和高科技企业，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航舶过往风帆不落”，北宋
文学家曾巩曾这样吟诵见证着船
行南北、以桥闻名的高桥。千年
后，挺立在姚江之南的经济强镇
高桥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已然
成为产业创新、配套完善、民生
幸福、生态宜居的高品质新城，
迸发出“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强
大生命力。 （陈朝霞）

记者手记

高桥镇党委书记俞鹏宏：

53 平方公里的高桥镇作为
宁波三江六岸的延伸，辖区内宁
波第一条轨道交通线穿境而过，
通途西路、联丰西路、中山西
路、望童路四条东西向主干道，
甬金连接线、学院路、新丰路三
条南北向主干道，杭甬、绕城两
条高速公路，为高桥构筑了一个
由轨道交通、高速公路、城市快
速路组成的立体化交通网络，实
现了高桥与宁波都市核心圈的无
缝接轨。

依托明显的区位优势和发达
的民营经济，近年来，高桥镇搭
平台、引项目、纳英才，吸引高
层次人才和高科技项目进一步集
聚。2019 年，全镇引进国家级
人才领衔的创业项目 13 个，居
全区第一；2020 年上半年虽受
疫情影响，仍然引进高层次人才
创业项目 4 个，成功创建宁波海
曙人才创业园，与镇内原有的海
曙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数字

经济产业园等平台充分联动，形
成平台立体化优势。

在后疫情时代，高桥镇将一
如既往地统筹规划、精准施策，
推动全镇迈向高端引领、创新驱
动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在宁波
当好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中
贡献高桥力量。

在做好村级工业园区改造提
升的同时，挖掘新的经济增长
点。高桥将突出区位优势，利用
好宁波海曙人才创业园、数字经
济产业园等平台，继续引进一批
高科技、高成长项目。同时，加
快中小企业培育，特别是近两年
新引进的企业，从制定培育计
划、加大帮扶力度、优化营商环
境等措施入手，帮助企业尽快做
大做强。此外，高桥还将重点关
注服务业企业，推动服务业成为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引
领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陈朝霞 整理）

突出区位优势，实现跨越发展

走进宁波辰威电机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笔者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
生产场景：生产线开足马力，经过
冲压、焊接、装配、检测等一道道
工序，各种型号、规格的水泵产品
整装待发。

“我们是一家专业生产水泵的
全出口外贸型企业，产品 80%出口
到 欧 洲 ， 20%出 口 到 东 南 亚 和 美
洲 。” 辰 威 公 司 董 事 长 唐 伟 民 介
绍，上半年虽然受疫情冲击，但公
司订单依旧源源不断，截至 9 月底
销售额已达 9000 万元，同比增长
20%。

逆势增长秘诀何在？唐伟民道
出了其中的关键：居安思危、苦练

内功。他向笔者介绍了公司的数字
化车间：一个装配环节的 8 个螺丝
钉，原本需要人工逐个安装，现在
机器一秒钟就能搞定；一个检测环
节原本由人工进行，耗时耗力还存
在误差，现在仪器自动扫描，瞬时
出结果，精准省力⋯⋯“公司 3 年
来 投 入 4000 多 万 元 ， 在 生 产 设
备、工艺流程等方面进行智能化改
造，工人从 220 名缩减到 120 名，
生产效率反而更高。”他说。

辰威公司还在产品的个性化和
品质上下功夫。唐伟民以“拳头产
品”——智能型潜水泵为例，“公
司结合欧洲客户的需求，对产品外
形、收纳、智能化运用等方面进行

了 3 年的科技攻关，仅这一个产品
就有 5 项实用新型专利，大大提升
了产品附加值。”

积极拓展电商销售平台，则成
为辰威公司在疫情中立于不败之地
的“破圈”之举。“公司自 2018年开始
实施从实体店向网络销售平台的转
变，今年在美国亚马逊网络平台已
售出5万多台产品。”唐伟民介绍。

无独有偶。在专业生产汽车仪
表、传感器等汽车电器的宁波雪利
曼电子仪表有限公司，数百平方米
无尘化车间只需两名工人管理。公
司董事长童卫明表示，该公司面对
疫情迎难而上的关键词在于“核心
技术”。

“近年来，公司投入数千万元进
行技术研发，其中汽车 CAN （控制
器局域网络） 总线系统这一车联网
技术走在全国前列，已经运用到上
海、重庆、杭州、广州等全国 50
多个城市的公交领域。”童卫明介
绍，汽车 CAN 总线系统通过智能
化终端，就能对汽车运行的各项实
时数据了如指掌，更安全可靠，维
修也更便捷，“这一技术通过软件
编程，整合了汽车发动机、空调、
控制系统等各项系统的数据，仅程
序协议就写满了 1000 多页纸。”

在高桥镇，像辰威、雪利曼这
样“居安思危、苦练内功”的企业
还有很多。在徐辉看来，高桥企业
走“专、精、特、新”之路，去掉
低端产能、补齐发展短板、面向未
来市场，通过不断打磨核心竞争
力，走可持续健康发展之路，将拥
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市场主体 居安思危苦练内功

走进高桥镇秀丰工业园区，秀
丰路上一座白褐相间、竖纹装饰外
形的建筑物引人注目，这是海曙首
个镇级“城市会客厅”。

移步入内，一楼 1000 多平方
米展厅的设计感和科技感爆棚，让
人仿佛置身于漫威科幻影片中：投
影在一面面白墙和玻璃幕墙上的彩
色画面令人目不暇接，用手触摸巨
大的屏幕，能像手机一样进行点
击、滑动、缩放等操作。随着屏幕
上变幻的画面，高桥镇近年引进的
高层次人才情况和高科技企业信息
一目了然。骑上道具电动车参与互
动，还能感受城市的脉动。

这些“黑科技”由去年进驻高
桥的高科技企业——宁波庭为科技
有限公司展陈。“只要给投影设备
添加一小块模组，或给玻璃贴合一
块触控调光膜，就可以实现‘调
光+投影+触控’的多重功能。”庭
为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触控调光
膜不仅安装简单，而且比传统的
LED 屏幕成本低，后期只要通过
电脑更换播放素材，就可以实现

“一屏多用”，高效、科技、环保。
打造智能化“城市会客厅”，

是秀丰工业园区数字化转型的生动
案例，也是高桥镇主动作为提速数
字转型、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缩

影。
去年 5 月，占地约 1500 亩、有

13 家规上工业企业的秀丰工业园
区“首吃螃蟹”进行试点改造，成
为海曙区率先迈出工业经济向数字
经济转型第一步的村级工业园。

八方集团作为一家主营印刷包
装的企业，在满足下属企业原有业
务的前提下，腾空改建一幢 2 万多
平方米的生产大楼，吸引拥有世界
领先高精度金属掩膜板核心技术的
寰采星科技 （宁波） 有限公司进
驻。八方集团还果断参股，仅一年
时间便实现互利共赢。

如今在秀丰工业园区内，寰采

星、威斯巴特、宇懿科技等 6 个高
层次人才项目企业已相继落户并投
产。

前不久，威斯巴特公司与全球
首家引入用户全流程参与体验的海
尔工业互联网平台，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合作打造智能制造生
态圈。这标志着秀丰工业园区在数
字经济领域又迈进一步，将为高桥
乃至海曙的产业转型升级增添新活
力、注入新动能。

此外，全国唯一的金属掩膜板
生产线已在寰采星公司建成，并将
进入量产阶段，新产品将打破外国
公司的市场垄断，实现国产化替代。

两年多来，高桥有 20 多个高
层次人才科技项目落户，并陆续投
入生产运营。该镇成功创建宁波海
曙人才创业园，全力打造人才聚集
高地。

高端引领 科技领航创新驱动

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姜鹏 徐静
高桥新貌高桥新貌 （（高桥镇供图高桥镇供图））

宁波辰威电机有限公司繁忙的生产车间 （陈朝霞 摄） 宁波雪利曼电子仪表有限公司无尘化车间 （陈朝霞 摄）

高桥镇“城市会客厅”一角 （陈朝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