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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波

制造业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
的主导力量，也是国家综合实力和
国际竞争力的体现。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制造业是关键和重点所在。
近年来，要素投入对制造业的拉动
作用正在减弱，而且前期过快的资
本、资源投入，加剧了制造业发展的
不平衡不充分。目前，制造业正面临
传统成本优势不再、大平台大项目
支撑不足、产业层次总体不高、自主
创新能力不强、产业链的安全和韧
性不够等“成长中的烦恼”。

当前，世界制造格局加速重构，
区域竞争“百舸争流”，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迫
在眉睫。宁波是制造业大市，各类制
造业企业超过 12万家，大部分仍深
耕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必须向科技
创新要速度、要质量。可以说，科技
创新是宁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第
一动力，也是必然出路。

今后制造业的发展重点已经不
在规模和速度，而在发展质量。对于
制造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

能力强、工艺先进、数字化智能化水
平高、产品质量好、能耗和物耗低、
污染物排放少、处于全球价值链中
高端、整体竞争力居于世界前列，
能够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相适应，能够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提供有力支撑。随着《宁波市
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出炉，宁波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有了“路线图”。今后 3年，全市
将新建数字化智能工厂 100 个，新
增工业机器人超 1万台，培育“5G+
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企业逾 100
家，推进细分领域智能制造应用 10
个以上。

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破解当前
制造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也
是加快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转换
增长动力的重要抓手，将为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年来，宁
波科技创新的主线一直没有偏离过
制造业，据统计，全市有R&D（研究
与开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近
4000 家，去年宁波 R&D 经费支出

比 2018 年增长 17.3%，占 GDP 比重
提高 0.13 个百分点，均居全国副省
级城市前列，反映出宁波企业渴望
高质量发展的愿望。在疫情带来的
发展压力之下，宁波制造业正在积
极谋求转型升级，向创新要增量。今
年前三季度，健康产业制造业、高技
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增长，
增幅分别为 13.0%、11.8%和 10.1%；
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也呈较快增长，分别增长 6.9%
和4.8%。

实现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关键是科技创新成果要

“落地开花”，但在中国，只有 10%
左右的科技成果得到了顺利转化，
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毋庸讳言，
科技创新成果难“落地”，已经成为
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由于缺
乏足够的风险投资机构致力于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大部分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之间缺乏畅通的交流
渠道等种种原因，绝大多数科研成
了“自娱自乐”的活动，未能将科技
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科研的最终结
果，不应只是技术报告、科研论文、

实验室样品，而应是市场产品、技术
实力、产业实力，科研和经济不能搞
成“两张皮”。因此，应依托我国超大
规模市场和完备的产业体系，创造
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
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应面向经济社
会发展主战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
象”，破解实现技术突破、产品制造、
市场模式、产业发展“一条龙”转化
的瓶颈，推进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

将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向科技创
新驱动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全社
会的高度重视和持之以恒的投入，
既要靠政府引导，更要靠企业自觉。
只有把企业打造成强大的创新主
体，才能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以科技创新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徐剑锋

“既不耽误工作，又不耽误学
习，这种方式很贴心。”在奥克斯
工作了 5 年的电工张师傅成了宁
波技师学院和企业共同培养的新
型学徒。12 月 5 日，奥克斯公司的
200 名员工和浙江乐歌智能驱动
科技有限公司的 20 名员工，将在
所属企业和宁波技师学院、宁波
博 艺 职 业 培 训 学 校 的 联 合 授 课
下，以“半工半读”形式接受为期 1
年的技能培训（12 月 8 日《宁波日
报》）。

技能人才的规模和质量，决定
着一个地方产业发展的水平和层
次。当前，全社会对优秀技能人才的
渴求，以及对职业技能极致化的追
求在不断提高。让更多的能工巧匠
脱颖而出，才能释放出更强的发展
动能。

构 建 终 身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体
系，关键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方
面，发挥职业院校的优势。当前宁
波许多技工学校、职业院校通过
校企合作、“定制培养”等途径，持
续优化人才培训机制，已成为重
要的职业培训基地。当下而言，可
以通过深化“订单式培养”、企业新
型学徒制等模式推动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以精确、精准、精细为要
求，培养出更多更优的高素质技能
人才，从而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对多
层次、多类型人才的需求。另一方
面，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围绕实
施企业职工技能培训工程、新兴
产业工人培育工程等，对现有人
才进行“再发现”、再教育，通过进
校培训、线上教育、参加职业技能
等级考试、师徒结对等方式，形成
完善的产业工人培养体系，不断
适应机器更新、技术升级、工艺变

革的用工要求。
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政府

“给补贴”，政策导向意义十分明显。
在政策利好的基础上，还应在培训
信息的共享及传播、搭建公共实习
实训基地、组织技能比赛等方面下
功夫，同时充分释放多元办学主体
的积极性，进一步推动教育资源优
化配置，实现技能培训市场化、产业
化运作，为培养更多优秀技能人才
提供有力保障。

职业技能提升需要一个过程，
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不同的劳动
者有不同的需求，既要舍得投入、
舍得时间，更应坚持因人而异，注
重分类指导，提升培训效果。以更
高要求、更广视野，加快构建与现
代产业体系相匹配的职业技能培
训体系，就一定能让更多能工巧匠
脱颖而出，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
生力军。

职业技能提升要坚持“两条腿走路”

董惊鸿

近日，辛巴旗下主播“时大漂
亮”在直播平台售卖用“糖水”冒充
燕窝产品一事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舆论几经反转，最终辛巴赔礼道歉，
承诺退一赔三。

2020 年直播电商飞速发展，据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

《2020 年（上）中国直播电商数据报
告》显示，2020 年上半年，直播电商
交易规模4561.2亿元。由此可见，直
播带货已然成为互联网消费模式的
新趋势。

但光鲜的数据背后，各种问
题也随之而来，例如售卖假冒伪
劣商品、举办虚假促销活动、伪造
粉丝数、销售量等。这些问题之所
以会产生，一是因为直播带货是新
兴的购物模式，相关的管理机制还
没有建立起来，行业内部良莠不
齐；二是与传统电商不同，直播带
货由传统的人机交互，向人物交
互、人人交互转变，能更有效地刺
激购物需求；三是主播快节奏地推
销商品，往往在几小时内上架上

百种产品，观看直播的受众没有时
间去思考、去辨别；四是违法成本
低，商家、主播通过刷单等不正当
竞争手段，利用大家的从众心理谋
取利益，但这些行为隐蔽性强，有
关部门常常很难对其进行监管、
取证和处罚。

直播带货要想良性发展，电商、
主播及其团队就应重视口碑，勇担
把关人的责任，将劣质产品拒之门
外。事实证明，没有后续保障的购物
模式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有注重产
品品质，搞好售后服务，才会获得消
费者的青睐。同时，针对贩卖假货、
虚假宣传、售后服务不完善的直播
电商，相关部门应加大惩罚力度，避
免劣币驱逐良币。

当然，作为消费者，也应擦亮双
眼，尽量选择售后有保障的平台商
家，不要贪图一时的便宜，理性消
费，让想做一锤子买卖的商家无利
可图。同时，网购商品，消费者并不
能亲自感受商品，在交易过程中处
于弱势地位，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更好保护消费者的
权益。

直播带货路在何方

苑广阔

“能让常年卧床的百岁老人四
天坐立七天行走，能让常年不孕不
育的夫妻喜获宝宝，还能让癌症患
者不吃药就可以痊愈……”2018 年
开始，一款名为“富迪小分子肽”的
固体饮料，在部分海口市民的朋友
圈里被大肆宣传。海口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对 3名涉嫌在微信朋友圈发
布违法广告的人员处以40万元罚款

（12 月 8 日《海南特区报》）。
经过行政复议、二次审判等法

律程序，近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进行了终审判决，支持海口
市市场监管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
这也就意味着，3 名微商所面临的
40 万元罚款，是逃脱不掉了。这一
案例不光是对当地的微商，即便在
全国微商中，也产生了一定的震慑
作用。

这一案例完全可以用“在朋友
圈吹牛引发高额罚单”来概括。3名
微商，明明知道自己推销的不过是
一款普通的固体饮料，却在微信朋
友圈里把它吹嘘成包治百病的灵丹
妙药，可以说极尽夸张虚构之能事。
而一些消费者听信了这样的广告宣
传，花几千几万元购买这款产品来
保健、治病，最后自然是没有什么效
果，等到找当初卖货的微商退款的
时候，就被拉黑了。

3 名微商因为在微信朋友圈吹
牛被罚款，一点都不冤。根据《广告
法》第十七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
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
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
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
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即使是保健
食品也不能发布产品具有疾病治疗
功能的广告。这 3名微商明知故犯，
最终撞到了枪口上。

在“全民微商”时代，该案例无
疑是对所有微商从业者的警示。实
际上，经常浏览朋友圈的人都知
道，微商在朋友圈吹牛并非个案，
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管是卖保健
品的、卖化妆品的，还是卖衣服鞋
子的，都存在“王婆卖瓜，自卖自
夸”的问题。“夸”不可怕，但是不能
离谱，一旦所夸的内容背离了事实，
那么放在现行法律语境下，就可能
涉嫌违法。

这个案例，还暴露出另外一个
问题，为什么在朋友圈吹牛卖货的
微商那么多，但是被依法追究责任
进而遭受处罚的很少呢？不得不说，
市场监管部门在对此类现象的监管
力度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不能任
由一些不良微商通过说大话、吹牛
皮的方式来忽悠消费者，损害消费
者的利益，也破坏了微商和网购市
场。

朋友圈“吹牛”被重罚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