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1年年55月月1919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郑郑 勇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卷烟厂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中海石油宁波大榭石化有限公司
舜宇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炼化利安德化学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博格华纳汽车零部件（宁波）有限公司
利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群志光电有限公司
宁波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博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中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亚德客自动化工有限公司
东华能源（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
韩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氯碱有限公司
宁波富德能源有限公司
宁波日星铸业有限公司
恒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尔施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建新赵氏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南亚塑胶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宁波市制造业纳税50强企业

2020年度宁波市房地产建筑业纳税20强企业

宁波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宁波兴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宁波绿地置业有限公司

得力房地产有限公司
宁波碧桂园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招商高新置业有限公司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苑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欣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住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华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诚通凯胜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宁波市服务业纳税20强企业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油大榭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美美家园电器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吉利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盈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中通文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营销有限公司

永赢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浙江美芝压缩机有限公司

宁波灵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美的联合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中信兴业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领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宁波方大海鸥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联控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齐采联建材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宁波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20强

宁波吉利汽车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宁波吉利罗佑发动机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吉润春晓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宁波远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吉润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宁波奥克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科元精化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大千纺织品有限公司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杭州湾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雅戈尔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康赛妮集团有限公司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宁波公牛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三星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麦博韦尔移动电话有限公司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奥云德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意宁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奥克斯智能家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

2020年度浙江省级、宁波市级未来工厂

2020年度宁波市“品字标浙江制造”品牌新增企业

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

宁波市金象厨具有限公司

宁波富康家私有限公司

宁波宁力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

宁波生久柜锁有限公司

宁波贝贝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鼎耐塑胶管阀有限公司

慈溪市悦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吉田智能洁具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复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达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金雨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格莱美厨具有限公司

宁波艾克姆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惠尔顿婴童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甬微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浙铁江宁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金力高强度紧固件有限公司

宁波裕民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宏协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霖华塑胶有限公司

宁波力品格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锐泰悬挂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展望电器有限公司

浙江瑞华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天瑞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世际波斯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优贝车业有限公司

宁波罗特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宝工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天虹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得力保险箱有限公司

宁波长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翔神生化有限公司

宁波合力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宁波维楷化学有限公司

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开发区综研化学有限公司

宁波欧尼克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时代铝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华博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天天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凯祥家居有限公司

宁波市奉化区南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天河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舒能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汉浦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格林工艺玩具有限公司

浙江奇丰玩具有限公司

宁波威力仕高科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市精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钢导办公家具有限公司

浙江华胜智能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海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宝丰工量具有限公司

宁波顺兴开浩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得邦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万佳成电子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一舟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欧亿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麦高家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甬鼎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贝驰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甬华塑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天盾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双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艾维洁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银球轴承有限公司

宁波祈禧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永信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华一汽缝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宁波市大学生创业新秀
曹 均

陆佳祺

倪 洁

许 可

李靖慧

杨 江

王海明

唐鲁波

俞文彬

陈均昀

宁波环甬润保涂层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绿龙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捷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甬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银巢老年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染语文化有限公司

宁波点行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创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知几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聚食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路宝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亚大汽车管件有限公司

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恒河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科诺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宁波市获得国家单项冠军企业（产品）

20202020年度年度
宁波创业创新风云榜宁波创业创新风云榜

202020202020宁波创业创新风云榜宁波创业创新风云榜宁波创业创新风云榜

2020年度宁波市纳税50强企业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卷烟厂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油大榭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中海石油宁波大榭石化有限公司
舜宇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
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万科企业有限公司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兴茂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宁波绿地置业有限公司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海天塑机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招商高新置业有限公司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国华浙能发电有限公司
宁波美美家园电器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能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太平鸟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宁波镇海炼化利安德化学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宁波盈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中通文博服务有限公司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均胜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美芝压缩机有限公司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灵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宁波市工业企业亩均效益领跑者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
上海大众联合发展（宁波）有限公司
宁波乐金甬兴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
宁波均胜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
贝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环球广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杜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博格华纳汽车零部件（宁波）有限公司
宁波林林针织有限公司
宁波麦博韦尔移动电话有限公司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金瑞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14、、1515

本版文字 殷聪

（2020宁波创业创新风云榜共计31个榜单，本次选取了其中10个予以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