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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
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不断交会，特别是制
造强国战略的实施，宁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探索以“智能升级、智慧转化、智力集聚、
机制创新”为主要特征的“宁波智造”，使传统
制造业正加速向智能经济转型。

浙江省委、省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发展智
能经济，宁波当仁不让、责无旁贷，这是基于
国内外发展大势、宁波制造业发展的良好基
础和未来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而提出来的。
宁波要一以贯之、一抓到底地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为浙江全省发展智能经济树立标杆样
板、做好示范带动。

宁波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唐一军表示，宁
波要以打造“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试点
示范城市为契机，把发展智能经济作为今后
经济的主引擎，积极建设智能经济发展示范
区，不断优化政策服务和要素保障体系，努力
培育创新转型发展的新动能。

机器换人，
民企站到智能经济风口

以往宁波不少传统产业靠的是“人海战
术”，吃的是“人口红利”，但在如今人口红利
渐失、制造业成本飙升的压力下，“机器换人”
悄然而至。

在宁波福特继电器有限公司的车间里，
伴着机器的轰鸣声，多套大型机械设备正高
速运转，偶尔有工人穿插其中调试机器。
2011 年起，该公司每年投入 700 多万元用于
智能化设备替代人工，目前已开通自动生产
线 50多条，年生产能力提高 20%以上。

在宁波肥沃的制造业土壤中，像“福特继
电器”这样的镜头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制
造企业依靠“机器换人”正在逐步走出成长困
境，迈向智造升级。

据了解，近年来，宁波大力开展机器换
人、技术改造等专项行动，在电子装配、家电
制造、文具制造、机械加工和纺织服装等劳动
密集型特色块状经济行业中，已有 414 个“机
器换人”技改专项竣工验收。

而随着宁波“机器换人”带来的技术红利
持续释放，宁波机器人制造产业亦顺势崛起，
实现制造领域从“使用”机器人向“生产”机器
人转变。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平范指
着新品展示厅内成功研发的全球首套毛衫自
动对目缝合系统介绍，“这套系统能使缝合效
率提高 300%，节省一半人工。”在纺织业大
规模“机器换人”的巨大商机前，慈星股份凭
借该款产品获得了新的市场机会。

在宁波汹涌的转型浪潮中，致力机器人
制造的慈星股份并不孤单。大正、摩科、沃特
美逊等一批机器人企业正在干着同样一件事
———加速研发制造“本地产”工业机器人产
品，而智能装备产业正是宁波机器人产业的
主攻方向。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宁波从事机器人设
计、研发、零部件制造与集成、应用服务的企业
超过100家，已初步具备减速器、控制器、伺服
电机、应用软件、系统集成的研发生产能力，一
批“甬字号”智能机器人企业正遍地开花。

不只满足于本土领域的“跑马圈地”，通
过兼并重组，宁波许多制造企业已将机器人
产业布局的触角伸向海外，在国际市场上“攻
城拔寨”。

今年 5 月，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 2000 万美元并购了美国 EVANA 工业机
器人公司。目前，均胜电子能为汽车零部件、
医疗、快消等多个领域提供工业机器人集成
和自动化解决方案，并获得博格华纳、苏斯
帕、天合等全球知名企业在中国的订单。

无疑，机器人产业正在宁波制造的一池
清水中激荡起阵阵涟漪。宁波市经信委主任
陈炳荣表示，当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为核心特征的智能制造模式正在成为产业发
展和变革的重要方向，宁波拥有庞大的传统
制造业基础，借助以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设
备，将助推宁波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升级。

筑人才高地，
核心技术激活“智造”能量

虽然在资本和市场的一路簇拥下，机器
人制造产业呈燎原之势，但产业繁华的背后
也隐现低端重复的“产业陷阱”。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数字制
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丁汉对这
种“大干快上”的局面表示忧虑。他认为，随
着机器人产业在中国快速崛起，很多企业朝
着机器人市场一哄而上，将会造成中低端产
品过剩、中高端产品技术供不应求的局面。

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长期以来，核心技
术遭遇国际垄断、创新后劲不足是宁波机器
人研发生产企业最大的软肋，高端专业人才
的缺口，让宁波机器人产业的活力略显疲弱。

如今，这一现象正在悄然改变。
入选宁波“泛 3315 计划”的人才给予每

人 50 万元资助；新引进的海内外顶尖人才领
衔的重大项目最高给予 1 亿元的项目资助
⋯⋯一条条“含金量十足”的引才政策，使宁
波正成为吸引高端人才和高新技术的“磁力

场”，在宁波智能经济发展生态圈中释放出源
源不断的力量。

在宁波吹响人才的“集结号”中，甘中
学的“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孙云权的

“智畅机器人”、陈燕智的“普利达”⋯⋯这
些制造领域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开始活
跃在大众的视线中，他们带领团队打破了一
项项国际垄断，让宁波智能机器人产业的

“家底”越来越殷实。
3 年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陈燕智团

队落户宁波，他们专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智能
自动化设备。如今，这个团队研发、组装的机
器人赢得美的、英华达、飞毛腿、苹果等大公
司的青睐，订单源源不断。

曾是机器人四大家族之一的瑞士 ABB
自动化领域全球首席科学家，如今是国家“千
人计划”首批特聘专家的甘中学，亦领衔宁波
市智能制造产业研究院落户余姚。据了解，
该研究院总投资 3 亿元，致力于机器人名牌
系列产品、中国制造 2025 和工业 4.0 集成技
术、下一代互联网通信技术的研究、开发及推
广，目标是通过 3 至 5 年时间建成宁波市智
能制造发展的核心支撑平台。

除了海外高端人才的“加码”，宁波逐渐
肥沃的智能制造土壤中，还孵化出一批“本土
化”机器人产业人才，刷新了大众对宁波制造
的认知度。

身着工作服、埋头于机床前研究的宁波
乐本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夏学锋表示，
该企业专门定制非标准化机器，走高端客户
路线，针对工业机器人的细分市场和差异化

需求，进行定制化、小型化的生产，以满足市
场对工业机器人个性化需求。虽然公司只有
18 人，但却可以做到一年 1600 万元左右的
产值，成为行业内的佼佼者。

“乐本智能”红红火火的生产景象，是宁
波谋篇智能设备本土化的真实写照。据了
解，目前从事机器人行业研发、设计、制造、销
售的宁波企业已经超过 100 家，成为宁波市
企业转型升级的一大亮点。

从海外人才回流“磁力”到本土化人才的
顺势崛起，从打破国际垄断到自主研发⋯⋯在
这场机器人产业“竞技”中，宁波积极引才、留
才为企业入局加足“马力”，一股以智能机器人
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智能经济正在宁波崛起。

政策叠加，
全产业链迎“聚变效应”

在宁波机器人学院的实验室内，一个个
尚在“襁褓”中的机器人尝试着挥舞起手臂；
移步缓行在机器人产业主题公园，文化体验
与科技观光相融合的智能旅游线路让参观者
啧啧称奇⋯⋯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依托各大机器人功
能区，宁波将迎来“全产业链”的智能“聚变效
应”，实现机器人产业集群式发展目标。

作为传统的“制造重镇”，宁波余姚早已
谋划装备制造业“智能升级”这篇大文章。如
今，位于余姚的“机器人小镇”已初具规模，计
划在 3 年内投入 50 亿元，将设置机器人展示
交易中心、机器人产业制造基地、机器人特色
超市等特色区块，打造以机器人核心部件制
造集成及应用为主的智能全产业链。

同时，余姚也在积极做强宁波市智能制
造产业研究院，以产学研融合推动“宁波智
造”升级。甘中学介绍说，研究院落户余姚
半年来，他领导的团队已自主研发出 7 款国
家标志性机器人。“一旦投产，市场潜力巨
大。”

此外，宁波余姚还将搭建机器人展览交
易市场，计划与国内知名高校合作，联合创建
中国第一个基于创新基因的机器人学院，以
控制器、减速器、机器人本体、系统集成应用
等为主攻方向，进而推动形成以环杭州湾为
核心的长三角智能经济生态圈。

“余姚有着良好的机器人产业基础，政府
又如此重视支持机器人产业发展，这些都是
余姚成为率先发展智能经济样板和示范的重
要基础。”甘中学对余姚智能经济的发展前景
充满信心。

像余姚这样的机器人产业园区，在宁波
各地已不再“竹外桃花三两枝”，而是“满园春
色关不住”。

如慈溪高新区先进装备产业园、杭州湾
智能装备产业园、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
装备研发园、宁波象保合作区机器人产业园
等也正英姿初现，积蓄发展后劲。

一个个园区、一条条产业链，不仅在地理
空间上聚集到一起，更在产业链上形成多元
互动。通过精心“摆阵布局”，规划打造产业

“聚宝盆”，如今，宁波机器人产业发展正催生
出“乘法效应”。

基于宁波肥沃的智能装备发展土壤，今
年 6 月，国内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机器人
盛会——中国机器人峰会永久落户宁波余
姚，并在开幕式当天就签约了 8 个项目、金额
超 200 亿元，为宁波抢抓机遇“掘金”智能经
济提供有力支撑。

车间“智变”、人才“量变”、园区“蝶变”，
随着宁波机器人全产业链上的“聚变效应”逐
步展现，宁波这个传统制造区已呈现出“老树
发新芽”的活力，一幅“机器人之城”的壮阔图
景，正徐徐展开。

叩响“中国制造 2025”时代大门
——浙江宁波全力发展智能经济调查

本报记者 郁进东

“白色经济富群众，黑色经济富财政，黑
白经济兴永城”。作为河南粮食生产重点县

（市），河南永城市小麦种植和面粉加工声名
远播。但近年来，永城小麦存储结构性矛盾
突出，面粉产业动力不足，出现“麦强面弱”现
象。问题出在哪儿？如何破解？7 月至 8 月
份，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小麦种植结构尴尬

作为全国百强县市、农业大市，河南永城
现有耕地面积 180 万亩，常年小麦种植面积
约 175 万亩，连续 10 年被农业部评为“全国
粮食生产先进县”。2016 年，全市小麦平均
亩产 511.82 公斤，总产达到 18.1 亿斤，实现
了夏粮连续 13年增产增收。

但是，在农业发展的新形势下，粮食连年
丰收、库存逐年增加，主要农产品国内外差价
拉大等因素，使得国内粮食价格下降，农民的
种粮积极性受到挫伤。

“我种了约 2000 亩小麦，以每公斤 2.4
元的价格卖给中储粮。”7月 6日，永城市城厢
乡南郝村种粮大户莫时彦正用卡车将小麦拉
到附近的中储粮收购点，他家小麦今年平均
亩产 500 公斤。虽然自家的小麦已卖出，但
莫时彦仍抱怨粮食价格不稳定，很多农民卖
粮遇到难题。

作为我国第二大面粉生产基地，永城年
加工小麦面粉能力达 60 多亿斤，小麦市场需
求十分庞大。而产销不对路，则让农民和企

业都陷入了尴尬。
“我们的小麦原料很多要去外省购买，

家门口的小麦品种不合适，只能干着急。”
河南麦客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威说，该
企业有 80%的原料来自厦门、深圳等地，
本地原料只占到 20%。原因是永城的小麦
种植结构以中筋品种为主，而适合做食品加
工的强筋小麦、弱筋小麦分别只有 10 万亩
和 2万亩。

在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下，如何
增加农民的收入和积极性，解决粮食库存，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永城亟待解决的
问题。

“作为河南富硒土壤种植基地，永城希望
通过扩大富硒、强筋、弱筋 3 种优质小麦的种
植面积，积极生产优质专用小麦，打造永城小
麦‘富硒’品牌，来提高粮食生产的综合效
益。”永城市市长孟庆勇说。

借助本地 150 多家面粉加工企业的优
势，永城开始瞄准市场、精准发力。永城市农
业局总农艺师田冲说：“在调整种植结构方
面，农业局根据永城的土壤、地理环境等因
素，制订了科学合理的种植计划。去年准备，
今年试点，明年富硒小麦种植面积将达到 15
万亩，以后还会增加。”

由于生产出的面粉中含有硒，对人体健
康有诸多好处，富硒小麦近年来在市场上走
俏。“现在种植的富硒小麦正是符合大众消费
需求的粮食。”田冲说，种植富硒小麦，农民每
亩可增收 100 至 120 元。面粉企业可以按照

消费者需求生产富硒面粉、面条、馒头等，利
润空间也会更大。

通过生产富硒小麦，永城试图解决粮食
去库存问题，捅破农民增收、面企增利的“天
花板”。

从面粉加工到食品城

在今年 5 月举行的第八届中国（永城）面
粉食品博览会上，永城提出，“重视深加工，拉
长产业链条，加快转型升级，技术改造步伐，
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产业”，按下了向“中国食
品城”发展的转型按钮。

作为“中国面粉城”，永城的面粉加工能
力毋庸置疑。全市规模以上面粉企业 35 家，
依靠强劲的小麦原料优势，年产面粉达 40 亿
斤，其中日产 500 吨以上面粉企业 12 家，日
产 1000 吨以上面粉企业 3 家，已成为全国县
域内规模最大的面粉生产加工基地。

“往年企业库存大约 1 亿斤，但是今年不
行。”河南省三顺面粉公司负责人李万增说，
虽然 6 月 20 日已启动托市，但目前公司只收
购了 1000 多万斤小麦。“很多面粉企业现在
处于边收购边加工的尴尬境地，规模化的收
购对自身来说压力太大。”

面粉成品价格涨幅远低于小麦原料价格
涨幅，面粉食品结构单一，深加工产品较少等
因素使面粉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河南麦客多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内，长 86 米的海绵蛋糕生产线正在隆隆运

作，从生产第一道工序到成品，全部由机器操
作完成，5 名工人只需负责产品检验和后期
装箱。“我们有金牌海绵蛋糕、阿胶蛋糕、玫瑰
薄饼等近 60 种休闲食品，主要销往北京、上
海、天津等地。”袁威介绍，企业之前只生产面
粉，现在已在食品加工的路上越走越顺。

早在 2012 年，永城市就完成了华星、三
顺、汇丰、远征、金源五大面粉集团的组建工
作，引导资源整合，加快面粉行业规模化、集
约化、品牌化发展的步伐，奠定了基础。

“原来单纯的面粉生产已经不能满足企
业发展需要，为什么不延长产业链，在深加
工上做文章？”2013 年，作为汇丰集团与广
东康然食品合资建设的麦客多休闲食品项目
开工建设，目前共有 8 条不同品种的生产
线 ， 可 实 现 年 销 售 收 入 4 亿 元 ， 利 润 达
3000 多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400 多个，二
期工程已经在建。

这只是永城市从面粉加工转向食品加工
的一个缩影。在产业集聚区的食品加工产业
园内，还有远征、华冠等 117 家面粉食品工业
企业，规模以上的有 71 家，引入了中粮集团、
河南众品等战略合作伙伴，进一步拉长了“面
—面制品—肉食加工—高端休闲食品”产业
链条，增强了面粉食品行业的抗风险能力和
市场竞争力。

承受“破茧”之痛

“国家选择永城作为促进面粉食品产业

健康发展的试点是难得机遇，对促进河南省
乃至全国农业更好更快发展，促进粮食加工
企业扩大发展规模、提高发展质量意义重
大。”今年 3 月，在促进永城面粉食品产业健
康发展座谈会上，河南省副省长王铁表示。

但发展并非一蹴而就，永城正在承受“破
茧”之痛。

“农民的小麦收获后，必须在两个月内卖
掉，过了这个时间段，小麦质量和价格都会受
影响。除去中储粮收购的部分，面粉企业需
要大量资金来保障最低 2000 万公斤的库存
量。”在永城市面粉协会会长李梅香看来，资
金安全是粮食去库存和企业转型升级的前
提。“银行大量抽贷，使不少企业雪上加霜，永
城的转型之路明显受到了影响。”

面对这种困境，李万增选择“慢慢发展”，
“下一步，我们准备联合组建一个日产 5000
吨的面粉加工企业，通过贷款联保协会，大家
一起承担风险，为银行贷款上一把保险锁，相
信我们的努力终有回报”。

除了企业自身谋出路，永城市还出台了
《关于做大做强永城食品面粉产业的意见》等
文件，成立了政府担保公司和面粉企业联保
协会，实施“1151X”工程（即 1000 万元财政
资金奖励、1 亿元永城市中小企业面粉专项
基金、5000 万元贷款风险资金补偿池、1 个
担保平台），各职能部门将各类资金向面粉食
品行业倾斜。

同时，永城市委、市政府根据企业需求和
市场规律，完善政策性小麦收储方式，探索符
合条件的民营收储、加工企业参与政策性小
麦收购机制，鼓励企业科技创新，注重示范带
动，助力产业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们坚持把发展面粉食品产业
作为产业调整转型升级的主抓手，作为主导
产业，优先保障支持，全力推动发展。”孟庆勇
说，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麦强
面弱”的瓶颈，打出综合施策、精准施策组合
拳，这不只对永城，对整个中原地区来说都意
义重大。

走出“麦强面弱”困境
——来自河南永城的调查

本报记者 夏先清

▲ 宁波海天塑机股份有限公司的中高档数控产品。

◀ 宁波柏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机器人生产现场。

（资料图片）

制造业是浙江宁波经济的支柱产

业。2015 年，宁波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011 亿 元 ，其 中 工 业 增 加 值 占 比 达 到

43.2%，制造业成为支撑宁波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

“中国制造 2025”国家战略选择浙江

宁波先行先试，这既是对宁波长期以来

致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肯定，也是对宁

波近年来切实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落实

制造强国战略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