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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
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

疫苗指为预防、控制传染
病的发生、流行，用于人体预防
接种的预防性生物制品。相对

于患病后的治疗和护理，接种
疫苗所花费的钱是很少的。接
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
最经济的手段。

疫苗分为两类。一类疫苗，
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公民应
当依照规定受种的疫苗;二类疫
苗，指由公民自费并且自愿受种
的疫苗。

预防接种效果与接种起始
时间、接种间隔、接种途径、接种
剂量等均有密切关系，需要按照
一定的免疫程序进行，因故错过
接种的要尽快补种。

（待 续）

据新华社柏林 8月 12日电 德
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 12 日发布
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世
界经济“阴云密布”，贸易冲突加剧
正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不利影响。

报告显示，当季世界经济景气
指数从上季度的负 2.4 点大幅下降
至负 10.1点，其他两个重要分项指
标现状指数和商业预期指数也都显
著下降。报告指出，世界各地的经济
环境都在恶化。

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
斯·菲斯特在报告中说，贸易冲突加
剧正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
响。专家预计全球贸易增速将明显
减缓，个人消费趋弱，投资活动放缓
和利率下降成为市场普遍预期。

伊弗经济研究所总部设在慕尼
黑，是德国最大的经济智库之一。此
份调查结果是对 116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173 名专家进行采访调查后
得出的。

德国智库：贸易冲突严重损害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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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超大规模的“航母”企业，
也没有太多耳熟能详的品牌。宁
波，在中国经济版图中似乎“辨识
度”不高。

然而，就是这样一座似乎并不
起眼的东部城市，却拥有 28个国
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居
全国首位，成为中国制造不惧风雨
的中坚力量。

宁波制造的魅力，富有启迪。

一批敢想敢做的野螺丝钉冶
企业

一根丝，有时折射了一国制造
的力度。

在宁波博德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记者见证了现代工业的“精
度”：直径只有发丝六分之一的切
割丝，是手表、飞机发动机等精密
设备的关键部件。

公司总裁万林辉说，长期深耕
切割丝领域，博德高科在一根金属
丝上做出了 10余项专利，占领国
内切割丝高端市场 70%的份额。

像博德高科一样，在宁波，有
很多鲜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企业。
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一个领域，
虽无耀眼光环或惊人规模，却用潜
心经营成就了当仁不让的业界地
位。
隐形冠军，泛指在细分领域绝对

领先却不为人熟知的企业，被视为制
造体系的“螺丝钉”，是衡量一国制造
基础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

在工信部公布的国家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中，宁波有 28
家企业上榜。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
冠军？成功背后有哪些密码？

敢于瞄准核心技术，敢于对标
世界巨头，敢于投入不断创新……
敢想敢做，是这些企业最突出的共
性。
“很多人认为我在开玩笑。一

个初创企业怎么敢动国际巨头的
‘奶酪’？我们就是奔着攻克垄断去
的！”宁波长阳科技公司董事长金
亚东说。

光学反射膜是平板显示最核
心的材料，被称为信息时代的“眼
睛”，曾长期被日本等国家垄断。

9年前，刚刚成立的长阳科技

就向这种材料发起“进攻”。持续加
大研发投入，集中力量科技创新。
今天，团队不仅掌握了技术，更成
为全球反射膜领域的“单打冠军”，
是京东方、富士康等知名企业背后
的“小巨人”。

聚焦芯片核心材料、瞄准智能
传感、发力“笔尖钢”……细细梳理
便可发现，这 28家企业毫无例外
地选择向前沿技术、关键领域发起
冲击。有的和国际巨头一较高下，
有的甚至将目光瞄向“无人区”。这
些企业中，有 9家拥有国家级研发
机构，平均有效专利 200项。

国际化步伐同样大胆。电脑横
机制造商慈星股份收购行业巨头
瑞士事坦格，均胜电子将日本高田
收入囊中……“蛇吞象”的故事持
续上演。

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坦森曾
用“颠覆式创新”来描述后来者对
先行者的超越，这种超越的根基源
于胆识———敢于全力创新，敢于应
对挑战，敢于逃离舒适区，敢于面
对失败。

这也正是这些冠军企业给予
我们的启迪。

一群愿意说野不冶的企业家
“我不会别的”“我不懂房地产”

……在宁波，记者遇到很多愿意说
“不”的企业家。拒绝投机，不愿露
面，几十年如一日“钻牛角尖”。

从钢材研制到墨水沟槽、弹簧
制造，一支圆珠笔，贝发集团董事
长邱智铭研究了 20余年。即便是
无纸化生活已经盛行的今天，邱智
铭依然在一支笔上做出 10余项专
利，将看似几块钱的小买卖一点一
滴“磨”成了数亿元的大生意。
“做专才能做强，这个顺序不

能变。”邱智铭笑着说。
一支笔的沉淀，折射了做实业

应有的务实与专注。
有人说，企业的天性是逐利。

或为抵御风险，或为挣一把快钱，
涉足广泛的现象在今天很普遍。但
在宁波隐形冠军企业身上，却有着
这样一种“执拗”：只会花“笨功
夫”，只埋头一个领域，即便已经成
为行业龙头，仍不偏不离。

宁波北仑，记者见到了国际服

装大牌背后的“巨人”———申洲针
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建荣。深耕服
装加工几十年，申洲早已牢牢掌控
全球针织运动服饰供应链。
“申洲有能力，有资本，就没想

过做品牌吗？”
“我们老家有句话，本事大的

人做大事。我只会做小事，就把小
事做好，做到极致。”马建荣笑着回
答。

从纱线研制、协同设计到数码
印花、智能制造，申洲将旁人眼中
“不值钱”的制造做出令业内惊叹
的利润率，改变了传统的“微笑曲
线”逻辑。

和“执拗”相对应的，还有对融
资、扩张相对“保守”的心态。记者
调查发现，这些隐形冠军企业通常
保持较低的融资杠杆，不刻意追求
规模，不聚焦增长速度，稳扎稳打，
保持自己的节奏———

海天塑机董事长张静章年逾
古稀，仍坚持每年出国几次，密切
关注国际市场一举一动，稳健地向
国际化迈进。
“我们不求快，一年迈一步。”

他说，企业的布局源于对客户需求
的了解，吃透行业发展趋势，地位
才能更加稳固。

低调、务实、严谨，“保守”的宁
波企业在读懂市场中得到市场的
回报。

做实业，需要朴素专注；兴实
业，重在实实在在。

诚然，今天的中国制造面临着
严峻挑战。但相对外部环境的改
善，转型升级的专注力才是真正的
内因和决定性力量。

一种坚韧不拔的实业品格
一枚拓在展石上的厚厚手印，

成为宁波帮博物馆最抢眼的摆饰。
馆长王辉说，这是“红帮裁缝”传人
戴祖贻的手模，因常年握刀剪裁，
手部肌肉格外厚实。“来这里的游
客都会伸手一试，却少有人能触满
整个空间。”
一枚手印，一种力量。持之以恒，

坚韧不拔，直至成为行业的冠军，是
很多宁波企业共有的实业品格。

市区驱车几十公里，记者来到
宁波慈溪，一家名为“宁波天生密

封件有限公司”的行业冠军坐落于
此。

密封件，是重型装备中极为关
键的“小零件”，一丝一毫的差池都
会影响整体运行安全。从记忆钢
材、石墨垫片到金属塑性成形工
艺，公司董事长励行根团队从材料
起步，几十年磨一剑，终以国产的
“C 型密封环”替代进口，打破了国
外公司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垄断。

材料领域研发周期长、投入
高。艰难时，供应商账款还不上，团
队领不到工资。“做企业，哪有一口
吃个胖子？关键就是认准方向坚定
走下去。”励行根说。把“小零件”做
到最专、最精、最好，靠着这份锲而
不舍，天生密封件终成“小巨人”。

如果说对目标是否坚持，决定
了企业能否走下去；那么对待失败
的态度，决定了这条路能走多远。

1985 年，44 岁的茅理翔以几
台旧冲床和少许资金起家创办慈
溪无线电九厂，创业伊始就遇到行
业调控，工厂 8个月停工，6个月发
不出工资。

但茅理翔没有放弃，瞄准电子
点火器进行突围，又将电子点火器
升级为点火枪，一度做到产销世界
第一。

然而，困难总是一个接着一
个。

刚缓过劲来，却发现整个行业
大打价格战，没有自主技术、没有
自主品牌，企业举步维艰。茅理翔
决定二次创业，深耕厨电，坚持自
主研发、自主品牌，这才有了今天
的方太集团。

将每根数据线、插孔做到极
致，公牛历经浮沉，终成年销售 90
亿元的“插座大王”；投入、试验、失
败、再投入，一次次跌倒爬起，江丰
电子最终填补国内高纯溅射靶材
工艺空白……宁波这些企业的身
上，都有着一股“能扛事”的劲头。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
岩中。

今天的中国制造在转型升级
的过程中，必会面临新旧矛盾的困
扰，遭遇难以预测的挑战。越是这
个时候，就越要有坚韧不拔的意
志，越要拿出水滴石穿的韧劲儿。
（据新华社宁波 8月 13日电）

28个！这座城市为何拥有数量最多的“隐形冠军”？
———从宁波制造看中国制造的发展逻辑

这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大坝下游的黄河渊8月 12日摄冤遥
当日袁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获悉袁从 1999年 8月 12日至今袁黄河实现连续 20年不断流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奔流不

息袁支撑着流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遥 新华社发

8月 13日袁患者们在菲律宾甲米地
省一处登革热应急医疗站接受治疗遥

菲律宾卫生部的最新统计数据显
示袁从今年 1月 1日至 7月 20日袁菲律
宾全国有超过 14.6万人确认感染登革

热袁 这一数字比 2018 年同期高出了
98%遥 更为严重的是袁今年菲律宾境内
已有 622人因感染登革热死亡遥 8月 6
日袁菲律宾卫生部宣布全国进入登革热
疫情暴发状态遥 新华社发

菲律宾超过 14.6万人感染登革热

据新华社上海 8 月 13 日电
记者 13 日从此间举行的上海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海最新出
台《上海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
若干措施》，进一步放宽了服务业
外资市场准入限制，提升服务贸易
便利化水平，将上海打造成为服务
业开放的新高地。

最新出台的《上海市新一轮服
务业扩大开放若干措施》进一步放
宽了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限制，40
条政策中有 8 条涉及外资准入方
面的进一步开放，涉及投资、文化
娱乐、旅游、出版、拍卖、卫生、商贸
等企业投资比较旺盛、开放呼声比

较高的服务产业。
新措施还明确将切实保障外

商投资企业依法享有国民待遇，外
商投资企业的许可证及相关资质
申请审核与内资一致，聚焦产业链
关键核心环节、关键零部件环节，
加大对跨国公司转让至境内的知
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

新措施同时还扩大跨境服务
贸易尤其是数字贸易、航运业、金
融业等的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
水平，助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具
体政策包括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增设服务贸易专区，积极拓展服
务贸易出口退税功能；延续固化

首届进博会展品进出境贸易便利
化支持措施；试点建设数字贸易
交易促进平台，拓展与国际标准
相接轨的数字版权确权、估价和
交易流程服务功能；研究设立数
字贸易跨境服务功能区，允许符
合条件的境外数字贸易企业提供
数字贸易增值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提出的部
分开放措施将在自贸试验区先行
先试，“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
树立服务业开放的新标杆。比如，
探索允许具有港澳执业资格的规
划等领域专业人才，经相关部门或
机构备案后，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

提供专业服务。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第三产

业增加值 11673 亿元，增长 9.1%，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
的比重为 71.2%。上海市商务委主
任华源介绍，新政将进一步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上海参与国
际合作的竞争力，打造更加全面、
深入、多元化的开放新格局，有助
于全面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
设。下一步上海将深入研究相关
领域开放后的事中事后监管，出
台配套管理制度，做好风险防控，
并充分做好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
放的政策储备。

上海出台新措施打造服务业开放新高地

据新华社多哈 8月 12日电 美
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
哈举行的第八轮谈判 12日结束，双
方尚未就阿富汗问题达成最终协
议，但均表示谈判取得了成果。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
别代表扎尔梅·哈利勒扎德 12 日
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与塔利班本
月 3 日开始的第八轮谈判当天结
束，本轮谈判的后几天主要聚焦一
些技术细节问题，谈判“取得了成
果”。但他没有透露谈判在哪些方

面取得了成果。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

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第八轮谈
判“艰苦而有成效”，双方谈判代表
决定向各自领导人汇报，以确定接
下来的步骤。

此间媒体曾报道美国与塔利班
的第八轮谈判可能达成最终协议。
哈利勒扎德本月 5日透露，正在进
行的第八轮谈判取得了“很好进
展”，接下来的谈判主要解决与塔利
班达成协议的问题。

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结束第八轮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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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2 日电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 12日说，围绕被控
性侵和拐卖少女的美国亿万富翁杰弗
里·爱泼斯坦在狱中死亡一事，关押爱
泼斯坦的纽约大都会惩教中心存在
“严重违规行为”，需要彻底调查。

巴尔当天在新奥尔良一个会议
上说，他对狱方未能妥当保护爱泼
斯坦人身安全感到“震惊和愤怒”，
司法部正在就此深入调查。

他同时表示，爱泼斯坦涉嫌性
侵案远未结束，联邦检方将继续调

查，重点是“参与、帮助爱泼斯坦拐
卖未成年少女”的共犯。“任何共谋
者都不应被轻易放过，受害者将得
到正义。”

爱泼斯坦今年 7月 6日在美国
新泽西州被捕，联邦调查局特工在
其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住宅中发现大
量淫秽照片。纽约联邦检方随后起
诉他进行性交易及合谋拐卖未成年
女性，但爱泼斯坦拒绝认罪。8月
10 日，爱泼斯坦在狱中死亡，警方
初步推断系自杀。

美司法部长说
狱方在爱泼斯坦死亡事件中严重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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