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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特制的 AR 眼镜，远在北
京、上海的专家也能通过工作人员
的镜头，远程协助工作人员解决智
能制造中遇到的各类疑难杂症；借
助 5G 技术，智能仓储、智能物流
应用变得更加流畅，彻底告别了原
先 WIFI 的卡顿问题⋯⋯在野马电
池，以 5G+工业互联网为牵引的
智能工厂已现雏形。

在该企业的车间内，智能机器
人在接收系统指令后，开始将生产
线上打包成盒的电池搬运至固定的
存放区域，并随手将空盒安放至生
产线上。待电池盒满 19 盒后，系
统就会发送指令运送电池。

“5G 低时延、高速率、大连接
的特性使 AGV 机器人在移动过程
中的活动区域不再受限，大大提高
了整个产线的生产效率。”野马电
池两化办经理王建裕告诉记者，目
前每条生产线每分钟可生产 600 颗
碱性电池。不仅是效率，5G 的介
入也让生产线的不良率比原先降低
了近 30%，每条线的工作人员从原
先的 5 人减少至 1 人。

随着智能制造的不断推进，像
野马电池一样，借助数字赋能、实
现效率提升的企业已不在少数。三

年来，我市累计实施自动化改造项
目 8761个，全市现有工业机器人超
1万台，企业智能化改造后生产效率
平均提高 30%以上；在全省率先实
施“5G+工业互联网”示范试点，
成功打造爱柯迪等 3 家“5G+工业
互联网”工厂；累计上云企业超过
7万家。

在加码智能制造的同时，我市
通过引进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
和利时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一批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为传统制造业智
能化升级提供自主可控的信息化系
统。以国内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的工
业操作系统 supOS 为例，该系统正
加快形成中立、开放的工业互联网
生态发展体系。

“除了原先熟悉的绿色石化业
务，我们已携手聚臻、畅想等宁波
软件企业，搭建了汽车零部件、智
能 家 电 等 行 业 类 工 业 互 联 网 平
台。”蓝卓数字化运营总监戴丹告
诉记者，按照计划，蓝卓将把 supOS
工业操作系统打造成工业领域的安
卓系统，通过与软件企业、智能制
造工程服务机构、通信运营商等强
强联合，赋能宁波“246”万千亿
级产业集群。

数字赋能 培育智能制造新动能

再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宁波传统制造业聚力转型“破茧成蝶”

宁波是全国先进的制造业基地，有着扎实的产业基础。但你或
许想象不到，宁波同样也是一座传统的制造业城市，传统制造业占
全市工业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60%。如何革故鼎新、实现“老树发
新枝”成为宁波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一道难题。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码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通过培育新动
能、重构新模式、激发新活力、腾出新空间，走出了一条破茧成蝶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数据显示，去年前11个月，宁波传统制造业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率达 9.2%，与 2019年同期相比提高 1.7个百分点，较 2017年提高
0.9个百分点；传统制造业规上工业增加值率达21.4%，与2019年同
期相比提高0.3百分点，较2017年提高1.5个百分点，利润、效益实
现双提升。

研发创新是甬企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砝码研发创新是甬企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砝码。。（（殷聪殷聪 摄摄））

重点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
化、集群化、服务化、品质化、
绿色化发展，向价值链中高端延
伸；加快全域产业治理，破解部
分地区产业空间布局不优、资源
利用效率不高、新增工业用地不
足等问题和矛盾，为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腾出新空间⋯⋯昨日，我
市发布推进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2.0 版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 力 争 至
2023 年底，成为全省传统制造
业改造提升标杆城市。

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结合宁波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实
际，我市的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新增了品质化与绿色化。与此同
时，结合全域产业治理试点，我
市将在三年内向传统制造业发起
新一轮的“冲锋”。

按照计划，我市将全力打造
产业集群示范区。通过打造绿色
石化、汽车零部件、时尚纺织服

装、智能家电等标志性产业链，
形成一批集聚集约的特色产业集
群。力争到 2023 年底，传统制
造业亩均税收年均增长 6%以上。

全力打造数字化转型先行
区。通过推进“点线面”相结合
的智能制造工程，推广“5G+工业
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形
成一批具有行业先进水平的数字
化车间/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转型
典型。力争到 2023 年底，重点企
业的装备数控化率超过 70%、设
备联网率超过 55%。

全力打造绿色制造引领区。
通过推进企业节能、节水、资源
综合利用等工作，创建一批绿色
行业、绿色园区、绿色工厂。全
面出清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令
淘汰的落后产能。力争到 2023
年底，传统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
耗和排放水平下降 10%。

（殷聪）

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2.0版

延伸阅读

记者 殷聪 C

记者 俞永均

日前，市开放型经济领导小
组办公室对外公布了 2020 年度
宁波市本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
20 强榜单。均胜电子、继峰股
份、申洲国际、百隆东方、东
方日升、吉利汽车、奥克斯集
团、力勤资源等民企脱颖而出，
成为宁波本土总部经济的杰出代
表。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公布
这份榜单，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
深刻意义：

一是彰显了宁波发展总部经
济的决心。去年 1月，我市出台

《宁波市深化改革推进总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
到 2022 年，力争总部数量超过
1000 家，实现三年翻一番，努
力建成长三角乃至全国总部经济
标杆城市和总部生态最优市。一
年来，宁波各地新引进和培育总
部及类总部企业累计近 100 家。
此次上榜的 20 强，是宁波本土
培育的总部企业佼佼者，有的已
具备跨国公司的雏形，它们把总
部放在宁波，积极构建“总部-
分支机构”“总部-生产基地”

“总部-营销中心”等跨区域产
业链，布局全国、走向全球。

二是对外传递宁波继续扩大
开放的信心。“十三五”以来，
为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宁波民企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
或在东南亚、非洲等地设立生产
基地，或把研发中心放在欧洲、
美国、日本等发达地区，涌现了
海天、得力、太平鸟等一批平台
型总部企业。疫情之下，各地对
于企业要不要走出去一度存在争
议。2021 年伊始，宁波对外发

布本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 20 强
榜单，就是要告诉外界“甬企走
出去的步伐不会停止”。市商务
局提供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去年1至10月份，全市累计新批
备案 （核准） 境外企业和机构
116 家，实际中方投资额 24.29
亿美元，同比增长129.4%。

三是跨国经营和海外投资是
一步双赢的棋。数据显示，20
强企业 2019 年境外资产总额为
133.06 亿 美 元 ， 境 外 营 收 为
154.95 亿美元，境外员工为 12.3
万人，通过境外企业带动出口
14.73亿美元，带动进口 22.26亿
美元。从税收贡献看，这些企业
在宁波纳税122.02亿元，境外分
支机构对所在国纳税 2.78 亿美
元。事实证明，跨国经营不仅有
利于企业自身做大做强，而且也
给所在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
益。

四是宁波建设国内国际双循
环枢纽城市步伐加快。《中共宁
波市委关于制定宁波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
出，“十四五”期间，宁波要形
成一批现代化建设突破性标志性
成果，努力在高水平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继续走在
前列，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
城市。跨国公司是全球投资贸易
和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占据着全
球资源技术和价值链的制高点。
20 强榜单的发布，透露出宁波
将积极响应国家“双循环”发展
战略，鼓励企业通过内外联通，
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嵌入全
球产业链、供应链。

当前，跨国公司等总部企业
运营模式和全球布局正在重新调
整，全国新一轮“总部企业”争
夺战已经打响。站在“十四五”
的新起点，开放的宁波将在总部
经济的航道上发力奔跑，发布民
企跨国经营 20 强榜单仅仅是一
个开始。

跨国经营20强榜单
传递出四个信号

“ 目 前 ， 我 们 正 加 紧 进 行
LCP 薄膜以及 LCP 纤维生产设备
的调试，预计一期项目最快今年
一季度实现量产。”昨日，在镇
海物流枢纽港内，浙江甬川聚嘉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阳
向记者展示了该企业未来的发展
蓝图。按照计划，甬川聚嘉二期
项目将于 2022 年 6 月底全面投
产。待二期项目全部投产后，甬
川聚嘉将形成年产 300 万平方米
薄 膜 、 3600 吨 LCP 改 性 树 脂 、
3000 吨 LCP 纤维、500 万平方米
LCP 纤维布以及 100 吨 LCP 微粉
的综合产能，预计年产值可达到
1 亿元。

这块创业创新热土，一年前
还是一块闲置的场地。据介绍，
甬川聚嘉占地 60 亩，原为天地
特钢的工业厂区。该企业破产清
算 后 ， 土 地 长 期 闲 置 。 2019
年，镇海物流枢纽港回购了该地
块，并通过招商引资，成功引入
甬川聚嘉项目。

昔日“低效地”变身“高产
田”的背后，是镇海掀起的一场
关于低效用地 （企业） 再开发的
变革。在宁波，通过深化“亩均

论英雄”改革腾出产业发展新空间
的故事越来越多。三年来，我市对
近 2 万家工业企业开展综合分类评
价，实施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机制，
开展低效企业达标提升行动和“亩
均效益”领跑者行动，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连续三年居全
省首位。

不断加快落后产能退出。三年
来，我市开展“两小企业”综合整
治提升行动，大力淘汰落后产能，
倒逼低效企业改造提升。累计完成

“低散乱”企业整治提升 7677 家，
淘汰落后产能涉及企业 745 家，盘
活低效土地 4 万余亩，两次被评为
全省“腾笼换鸟”先进市。

传统制造业绿色化转型也是
宁波聚力发展的方向之一。三年
来，我市以绿色制造示范创建为
抓手，着力构建覆盖全产业链和
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制造体系。
全市累计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 30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 3 家、绿
色工业园区 3 个、绿色设计产品 80
个，入选数量居全国各类城市前
列。其中，2020 年我市入选国家
级绿色工厂 15 家，占全省总数的
35%。

综合整治 腾出产业发展新空间

引导企业主动拥抱“数字经
济”，成功打造全市首个淘宝大学
宁波培训中心和淘宝直播宁波服装
产业带；通过建立以大数据为驱动
的西装标准样板数据库，让传统的
大批量生产系统变为可满足个性化需
求的智能生产系统⋯⋯作为全国重
要的纺织服装产业基地，海曙区拥有
相关制造业企业 1700余家。该区服
装产业借力大数据、区块链、智能制
造等数字化手段，“智”取商机，去
年前 10 个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5%。

三年来，我市各区县 （市） 立
足本地优势领域，逐渐探索形成了
各地的产业转型经验。截至目前，
海曙服装、北仑化工、慈溪家电、
宁海文体、余姚橡胶和塑料制品、
鄞州汽车零部件等 6 个分行业已列
入省级试点，象山纺织服装、江北
金属冶炼加工等 11 个分行业列入
市级试点。

与 此 同 时 ， 我 市 深 入 实 施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工

程，积极培育绿色石化、汽车两个
万亿级产业集群和时尚纺织服装、
智能家电、文体用品等一批千亿级
产业集群。石化、汽车产业集群成
功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计
划。

在产业集群加速发展的同时，
聚焦“专精优特”的制造业单项冠
军成为宁波制造业的又一张“金名
片”。近日，工信部公布的第五批
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中，我市 15
家企业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示范企业及产品），占全国总数的
8.1%，宁波单项冠军总量与增量连
续多年领跑全国各城市。

三年来，我市不断开展“千亿
级龙头企业-行业骨干企业-高成
长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培育
工作，鼓励引导企业做大做强。目
前，全市拥有中国制造业 500 强 18
家，千亿级企业 2 家，超百亿元企
业 23 家、超十亿元企业 193 家，超
亿元企业 2168 家，累计培育专精
特新“小巨人”55 家。

集群发展 重构产业发展新模式

从构想到研发，再到工艺成
熟，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历
时 6 年参与研发的“高精度高强
度中厚板结构件复合精冲成形技
术与装备”项目，降低了我国高技
术含量模具对进口装备的依赖
度，不仅使生产时间更短、速度更
快、噪声更小，而且利用率也从
30%增长到 85%。这些技术在高
铁、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绿色化
工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的
攻坚故事，是宁波传统制造业大
胆创新的一个缩影。在水处理领
域，宁波沁园集团有限公司凭借

“节能型饮用水深度处理系列设
备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填补国内
空白；在高性能纤维领域，宁波大
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新
型聚乙烯项目打破国际垄断，为国
家在世界舞台争得一席之地；在循
环经济领域，宁波大发化纤有限公
司将不同颜色、成分的废旧布料

“变成”再生纤维，破解了我国废旧
纺织品的回收难题⋯⋯

传统制造业正不断激发新的
活力。去年前 11 个月，我市传统
制造业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

已达 1.9%，比 2017 年提高了 0.4 个
百分点。在创新的助力下，我市传统
制 造 业 新 产 品 产 值 率 提 升 至
35.1%，比 2017 年提高了 1.9 个百分
点。

“要技术创新，也要产品创新。
鼓励企业研发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
首台（套）产品，新材料首批次产品，
加快重大关键核心技术（项目、产
品）攻关是我市培育新增长极，助力
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三年来，我
市不断加快新产品推广应用。装备
首台套、新材料首批次保险覆盖进
一步扩大，全市累计已有 109 批次
新材料和 35 台重大装备获得保险
支持，投保价值为 71 亿元。531 家企
业 3000 余种产品入选自主创新产
品推广目录。

与此同时，我市积极推进品牌
标准建设，累计培育“品字标浙江制
造”品牌企业 151 家，认定“浙江制
造精品”企业 140 家，宁海模具产
业、宁波文具产业入选全国产业集
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三年累计主
持或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标准
391 项，主持制定传统制造业“浙江
制造”标准 74 项。

创新提质 激发企业发展新活力

A

B

D
吉利汽车入选“2020年度宁波市本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20强”。

（徐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