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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胡润百富榜发布

宁波 34 位富豪人上榜

马云家族身价 2700 亿元 时隔四年再成中国首富
本报讯（记者 范洪） 胡润研究院 10 月 10 日早间发布了《2018 胡润
百富榜》，上榜门槛连续第六年保持 20 亿元。其中马云家族以 2700 亿元
登顶中国首富，许家印（2500 亿元）、马化腾（2400 亿元）排名第二、第三。
前十名中，还有两位新晋企业家，一个是王者归来的“世界铜王”王文银家
族；另一个则是初入十强的雷军，他凭借小米上市，财富增长了 86%，达
1100 亿元。丁磊、马建荣、沈国军、江南春和熊续强等 5 位宁波企业家进
入了百富榜，而从居住地看，宁波有 34 位富豪上班，人数位列全国城市第
九。
榜单中颇为值得关注的是，马云财富增长 700 亿元，以 2700 亿元时
隔四年再次成为中国首富，这主要得益于蚂蚁金服估值上升。同时，马云
还创造了两个市值万亿级企业：截至 9 月底，阿里市值 2.7 万亿元，是目前
中国市值最高的公司，
位列全球前十；
蚂蚁金服估值也达到了 1 万亿元。
去年首富，60 岁的许家印以 2500 亿元位列第二。今年上半年恒大
销售额超过 3000 亿元，同比增长 25%，但许家印财富仍比去年缩水 400
亿元。47 岁的马化腾财富缩水 100 亿元，以 2400 亿元位列第三。碧桂园
的杨惠妍以 1500 亿元位列第四，是进入前十的唯一女性。
排名前十中，王健林及其家族财富缩水 150 亿元，以 1400 亿元位列
第五。美的何享健及其儿子何剑锋财富增长 150 亿元，以 1300 亿元位列
第六，比去年上升 2 位。前十名中唯一的“85 后”，太平洋建设 32 岁的严
昊及其家族财富增长 4%，以 1200 亿元位列第七，比去年上升 1 位。
“快递
大王”
48 岁的王卫财富缩水 300 亿元，以 1200 亿元并列第七，比去年下降
1 位。李彦宏及其妻子马东敏财富缩水 100 亿元，以 1150 亿元位列第九
位。雷军凭借小米上市，财富增长 420 亿元，以 1100 亿元重回前十，比去
年上升 12 位。正威集团的王文银及其家族财富增长 300 亿元，以 1100
亿元重回前十，比去年上升 7 位。
网易的丁磊和吉利的李书福家族，都是因为上市公司股价下跌而导
致财富缩水，
跌出前十，
但丁磊仍以 900 亿元财富位列榜单第 16 位。
从亿万富豪的居住地来看，北京仍是富豪最多的城市，共有 293 人身
价超过 20 亿元。深圳有 193 人，上海有 160 人。杭州身价超过 20 亿元的
富豪有 120 人，在全国位居第四位。宁波有 34 位富豪上榜，位列全国第 9
位，位次与去年持平。宁波老乡有 5 位，除丁磊外，其他四位分别是：第 38
位申州的马建荣家族（500 亿元）、第 40 位银泰的沈国军家族（490 亿元）、第
58 位分众传媒的江南春（390 亿元）以及第 95 位银亿的熊续强（295 亿元）。
榜单中还有一些颇有意思的信息，比如居住在宁波的富豪中，合盛硅
业的黄达文出生在中国香港，也是仅有的 19 位出生在境外的上榜企业家
之一；而汽车零件生产商，宁波旭升股份徐旭东之女徐若桐仍是最年轻的
上榜者，今年才 21 岁。

我市再增
13 个制造业单项冠军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储昭节 候永成） 我市再增 13 个
制造业单项冠军。记者昨日从市经信委获悉，工信部最新公示的第三
批 160 个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中，宁波企业占 13 席，占比超过 8%。目
前，
已经有 28 家甬企成为全球细分领域的翘楚。
自 2016 年起，工信部启动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
动，引导制造企业“十年磨一剑”，长期专注于企业擅长的领域，走“专
特优精”
发展道路，
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去年上半年，工信部公布的第一批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中，我市
已有海天塑机、德鹰精密机械两家企业上榜。去年 12 月，在工信部公
布的第二批 126 个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中，甬企独占 13 席，占比超过
10%。其中，舜宇光电、激智科技、东睦新材料、康赛妮、慈星股份等 5
家企业为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得力、弘讯科技、亚德客、永新光
学、柯力传感、百隆东方、戴维医疗器械等 7 家企业为单项冠军培育企
业，另外申菱电梯的电梯门机获评单项冠军产品。据统计，我市去年
获评制造业单项冠军的 15 家企业或产品，今年前 8 个月实现销售收入
348.3 亿元，
同比增长 14.8%。
市经信委科技创新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必须
长期专注于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工艺国际领先，产品质量精
良，
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以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为
例，
获评示范企业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要位居全球前三，
企业从事相关
业务领域的时间至少 10 年，
或从事新产品生产经营的时间至少 3 年。
此次公示的第三批 160 个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中，宁波制造业单
项冠军有 13 个，博德高科、舜宇车载光学、合力模具、万华化学（宁波）
容威聚酯、大丰实业等 5 家企业为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得利时泵
业、赛特威尔等 2 家企业为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赛尔富电子的
LED 冷链照明灯具、长阳科技的光学反射膜、公牛集团的移动插座、天
生密封件的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 C 形密封环、贝发集团的圆珠笔、
方太厨具的侧吸式吸排油烟机等 6 个产品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
按照计划，我市将引领、带动更多的企业成为世界细分市场领域
的领导者，
力争 2020 年底前培育 50 个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如何用细节打动招生官

《木定制衣柜团体标准》发布

今后木定制衣柜的用材须明确产地和学名

众所周知，美国大学的招生过程错综
复杂，它们要求学生提交 SAT 成绩、托福
成绩、AP 分数（如果学生有参与相关课程
学习和考试）、高中成绩单、老师推荐信、
个人申请文书，以及课外活动简历。那么
每个学校的招生办公室是如何应对数量
庞大的申请材料的呢？
在最忙的季节里，一个招生官给予每
个学生的时间大概也就是十几分钟甚至
更短。一个训练有素的招生官，会在非常
短的时间内抓住学生的特点。招生官在
作用，文书会让招生官发现申请者数据之
看申请材料的时候，会随时做笔记，记录
外的特质。另外，招生官们也会特别关注
学生材料中最闪光的部分。闪光的部分，
那一篇《为什么要申请我们大学》
（Why
除了学生的成绩单和 GPA，就是学生的
School）的文章。要想表达出对一个学
文书和推荐信了。推荐信中老师所用的
校的真正兴趣，要有证据，比如对这个学
一些关键性描述词语，都会是招生官所关
校有具体和详细的感受。
注的要点，也是招生官的笔记的主要内
由此可见，
在准备和申请过程中，
细节
容。再就是文书，文书要展现自己最好的
的重要性。本周六（10 月 13 日）下午 2 点，
一面，
给招生官以冲击力。
“全美最佳公立常春藤”
——弗吉尼亚大学
那么招生官在阅读考生申请材料的
前招生办主任帕克先生将亲临宁波，
为即将
时候，
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赴美就读本科的中国准留美家庭，
分析
“最
首先是 GPA，通常最高的 GPA 是 4
易被忽视”
却会被招生官秒拒的申请错误，
并
分，
但是招生官会仔细审查这个 GPA 是如
支招如何应对！帕克先生有关大学申请文书
何算出来的，
主要课程的 GPA 如何。如果
的系列雄文
“文书写作——专家给出的良言”
课程中有AP课程，
他们会细看申请者是否
曾被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大
逃避了有难度的课程，
如果 SAT 的成绩还
学板块连载达两年之久，
同时被美国几百所
不错，
他们会进一步审查 SAT 每个单项的
高中的学生用作文书写
成绩如何。对于中国学生，他们更关注阅
作的指引。
读和写作的成绩。有计划申请美国本科留
讲 座 地 址 ：海 曙
学的同学们，
从9年级起的每一项成绩都是
区车轿街
69 号恒泰大
日后申请大学的重点审查因素。
厦
703
室
包佳
文书本身也会在申请中起到很大的
弗吉尼亚大学
前招生办主任帕克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张淑蓉） 昨天下午，在 2018 宁波家具
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上，
《木定制衣柜团体标准》同时发布，为消费者购买
前避免陷阱和售后维权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定制家具的发展，相关的消费争议也日渐增多。
但目前国内木定制衣柜还没有国家标准。宁波市目前有定制家居生产企
业 45 家，规上企业 17 家，大型的民用家具生产企业也几乎全部推出了定
制衣柜等定制类产品，还有相关的定制类经营、服务企业 200 多家。2017
年、2018 年，我市受理装修建材类投诉以 20%以上的速度增长。与此同
时，经营我市品牌定制衣柜的全国经销商在产品质量的判定方面，也急需
统一的标准规范。为此，2017 年 5 月宁波市家具商会向市质监局申报了
“《木定制衣柜团体标准》制定与推广”
项目，并在 2017 年批准立项，于近日
完成。标准制定后，将在经营规范、品控水平较高的企业内实施，并通过家
具商会，在行业内逐步推广，从而带动整个宁波家具行业向规范化、标准化
的方向发展。
据宁波市家具商会执行秘书长柴山表示，这个标准是国内第一个将
“配套服务质量”
纳入产品质量体系的标准，并提出了
“分级质量管理”
的理
念，引导消费者结合自己的不同质量诉求和消费能力，采购“合格”
“一等”
“优等”
等各个等级的产品。比如定制木衣柜一定材质一定要用学名，而不
能用惯用名来误导消费者。比如
“红木”
是一大类的木材，包含了数十种具
体的用材。这个标准出台之后，木定制衣柜的用材必须要明确产地和学
名，而不能笼统地使用
“红木”
这个词语了。
宁波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周丽娟也告诉记者，这个标准
出台之后，将使得生产、流通、售后服务等相关产业链条进行有机整合，使
得生产的技术标准和售后的服务标准得到了很好的统一规范，还提出了产
品分级的概念，体现了优质优价的理念。一般来说，定制家具的制作，都需
要两次以上的测量。在家装完成前和完成后各一次，两次的数据也会有所
不同。本次标准就新增报价组成、新增制作图纸、新增产品样板的要求。
这将使定制家具消费的事前沟通和协商更加顺畅，一旦出现争议和纠纷，
也可以通过技术标准进行判定，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和生产、销售等各
方的合法利益。

本周六，个性化留学规划申请专家峰越教育请到
美国著名的弗吉尼亚大学前招生办主任帕克来支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