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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个苏州
也不再是那个苏州

■本报记者 戚颖璞

春节前，一份 2018年全国城市 GDP 排
行榜让苏州成为热词：排名第七的苏州竟是
“十强”中唯一的地级市。作为苏州人，这份
“光荣”并不值得惊讶：早在很多年前，苏州
GDP就位列全国“十强”。

令人惊讶的倒是，去年苏州工业总产值
中，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
产业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春节假期回乡所
见，更让人感慨：苏州还是那个拥有很多外
资的苏州，也不再是那个只依靠外资发展的
苏州了。

春节假期中，苏州老家的表姐把未婚夫
小孙介绍给家人， 他的职业令全家好奇：新
能源汽车研发。汽车专业出身的小孙，来自
老工业重镇、“一汽”总部所在地长春，为何
要到苏州干汽车行业？

“当然是看中了机遇。”他说，这两年苏
州在大力扶植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就在上个
月，工作单位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孵化
的一家苏州企业还拿了国家科学进步奖。

“新能源”“研发”这些词语，对我这个离
家 10年的苏州人是陌生的。印象里，苏州最
多的除了街巷就是外企加工厂。像欧莱雅这
样的大型外企， 会把中国总部放在上海，车
间就放在距离不远的苏州。

从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苏州下大
力气招商引资。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的加工
贸易一度是苏州经济的支柱，总量在全国曾
高居第二。从 1995年起，苏州就以普通地级
市的身份， 成为闯进全国 GDP前十名城市
榜单的“黑马”。

“加工贸易最辉煌的时候，单位单独成
立一个部门， 专门对接从事加工贸易的企
业。但现在，这个部门被合并了。”在苏州海
关工作的小吴说。这些年，一些外资相继撤
离苏州，如希捷科技、诺基亚、飞利浦……

外部环境的新变化， 已经让一些生产、

出口低端产品的企业 “焦头烂额”。“去年订
单变少了，我的工厂亏损了上千万元。而且
苏州的生活成本比以前高， 要招到合适的、

稳定的工人越来越难。” 一家从事低端电子
配件生产的民企老板说：“要么创新，要么熬

过去，但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轮低谷期。”

加工贸易的地位， 似乎在被新事物取
代。这两年，苏州轨道交通 2 号线把终点站
延伸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桑田岛”。小
孙说，这里会是苏州的智慧大脑之一，将入
驻华为和苹果的研发中心， 还有苏州纳米
城、协鑫新能源、人工智能产业园以及一些
成果转化基地。桑田岛距离昆山仅半小时车
程，距离上海也近。规划中的“苏州东站”，作
为苏通嘉城际铁路站点，会让桑田岛成为长
三角板块中的重要角色。

作为苏州经济重要角色的外资企业，也
在发生变化。“拿我来说， 就是工作地点从车
间搬到了写字楼。”去年底，表姐从一家生产
耳机的美资企业车间离职， 跳槽去了一家大
型欧洲企业。新的工作场所是这家企业的“财
务共享中心”。截至 2017年底，苏州已累计引
进和形成具有地区总部特征或共享功能的外
资企业超过 280家，带动了产业转型。

一些外企开始从生产转向植入研发功
能。2015年， 制药企业美国礼来与一家本地
药企达成战略联盟，联合在中国和全球开发
潜在肿瘤治疗药物。这是跨国制药公司和国
内生物制药企业在华最大合作项目之一，研
发药品有望今年面世。而在 1996年，礼来进
入苏州时，带来的只有生产线。

“在苏州发展的这些年，我们早已从最
初的落户变成了深耕。”松下电器（中国）有
限公司副总裁张凯说。去年 4 月，苏州松下
半导体宣布设立车载摄像头研发中心。从
1994年进入苏州， 松下相继在苏州设立了
10家公司，集研发、生产、设计、销售于一体。

2018年， 苏州实际使用外资达到 45.2亿美
元，位居全国前列，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项目
占比达到 51.5%。

转型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位于
苏州高新区的一家英资企业，由于前期投
入力量研发和设计新技术设备，在去年外
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反而扩大了出口规
模，营收得到大幅增长。在家乡的企业经
营者眼中，这座“最强的地级市”面临的发
展环境并非一切都是顺风顺水，一些困境
摆在眼前，但转型突破的路径也已经清晰
可见。

企业普遍趋于高端，

应聘者也努力寻求提升

长三角又闻“招工难”

这回可不单是“缺工”

■本报记者 任俊锰

元宵节前后，正是务工人员返城时，苏浙
各制造业密集的城市又热闹起来。 上周多阴
雨， 昆山人力资源市场内却相当热闹。“前些
年一天能收到简历二三十份， 现在不过十多
份，能来面试者不过一半。”一家生产洁净应
用材料的公司的人力资源负责人告诉记者，

她从事人力资源工作近 10 年，几乎每年春节
后，都会在昆山人力资源市场待上三四天。作
为“常客”，据她观察，近年来，这里人流量年
年变少，企业用工招聘一年比一年难。记者发
现， 招工难与薪资不匹配等问题年年相似，但
也有新变化。

变化之一，在于长三角近年来高质量发展
与科创促产业转型先行一步，让企业招工普遍
趋于高端，应聘者也努力寻求提升技术，担心
被“机器换人”。来自江苏宿迁的小倪，今年 26

岁， 已应聘上了某公司数控机床操作员的岗
位，又专程来到摊位前，询问是否有宿舍。得到
肯定答复后， 他将于当天下午到该公司 “面
试”。说是面试，其实不仅能在厂里看到未来需
要生产的产品和工作环境，还要试工，以此降
低试错成本，也许还要调整工资待遇。小倪曾
在南京做过数控机床操作员，在一家知名企业
积累了一些技术经验， 在老家待了几年之后，

今年“想继续上班来提升技术”。让他有些难以
接受的是，本以为自己有点技术了，但似乎工
作时长依旧。他告诉记者，他更希望找到一个
能够提升技术的岗位。

“找一个能真正学到技术的工作”正成为
很多求职者重要诉求之一，企业对于求职者的
需求呢？绍兴柯桥区人力资源市场的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2月 15日，已有 154家用人单位入
驻网络招聘平台，共计推出 5000余个岗位。其
中普工等技能操作类用工需求约占四成，而
前几年大约在六成。并不是简单的“缺工”，更
多的需求是经营管理类、专业技术类等岗位。

柯桥区人社局副局长俞锡锋认为， 随着企业
的转型发展， 对于求职者的需求更趋向于高
端化。

“高端化”还可以从企业开出的薪资中略
窥一斑。2月 15日， 柯桥区人力资源市场内聚
集了包括多家上市公司在内的 96 家企业，提
供岗位 3621个。 此次参会企业提供的薪酬待
遇较往年有明显提升， 年薪 6万到 10万元的
岗位达 2510 个，占总岗位的 69.32%，年薪 10

万以上的岗位达 385 个， 占总岗位的 10%以
上，其中最高年薪 50万元。

其实不只昆山、柯桥两地，长三角各地在
招工这件事情上，都在开足马力。从各地人社
局获得的消息显示，2月 11日，嘉兴市人力资
源市场共有 66家企业单位现场揽才，近 1900

个岗位，共吸引进场求职者 1100 多名，初步
达成意向人数约 960 人；2 月 12 日， 宁波人
才市场节后旺市开始，将持续到 3 月底，其间
将推出 44 场各类招聘会，比去年同期增加 1

3场。

另一变化， 在于招工更有扶贫的针对性。

苏州将大型招聘会办到了江西景德镇市，年
前， 苏州还在贵州铜仁石阡县举行了扶贫招
聘，52家企业提供了 7500多个岗位。 常州、南
通、镇江、徐州等市与陕西省等对口帮扶地区
同步开展现场招聘和网络招聘，吸引中西部地
区农村富余劳动力，特别是贫困劳动力赴苏就
业；而杭州淳安则在贵州省剑河县举行了淳安
县“就业赶集日”分会场活动，淳安县人社局共
组织 506家企业参与，向求职者提供 1.55万个
就业岗位。千里之外的情况，在淳安县千岛湖
广场的大屏幕上实时直播，应聘人员可以第一
时间了解招聘情况。

苏州和宁波，为何同时“刷屏”
长三角“万亿俱乐部”中一新一老，当全球贸易投资格局风云变幻时，

两座城市面对共同挑战，都在寻求转型路径
今年开年，说到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有两个城市的名字成为“高频词”，一个是在全国城市 GDP排名十强中唯一一个地级市———苏州，另一个是全

国城市 GDP“万亿俱乐部”新成员———宁波。过去，这两座长三角的经济强市很少被放在一起比较。今年当全国各地“经济年报”陆续发布后，它们被外界
同时提起并津津乐道，并非全是偶然。

从经济模式看，两座城市都是外向型城市，在全球分工格局下，两者又都以实业著称。当全球贸易投资格局风云变幻时，两座城市面对共同挑战，都
在寻求转型路径。

从地理区位看，两座城市又都是上海的“近邻”。如果说上海是长三角经济的“主引擎”，苏州和宁波就像是与它紧紧相连的两个“副引擎”。这一组“引擎”

面海而立，协同共生，形成了观察中国经济新变化的一扇窗口。

“低调”的宁波
“高调”融入长三角

■本报记者 任俊锰

“您拨（宁波）打的电话已关机。”这两年互
联网上讨论宁波话题时， 这个有些无厘头的
“梗”非常流行。

玩笑背后，是这座城市给外界留下印象：经
济实力强、老百姓有钱、宜居宜业，却又非常低
调、不爱张扬，近些年里甚至有些“太过低调”。

眼下的宁波正在改变人们的固有印象。

“最近宁波引进上海交大成立人工智能研究
院，从对接洽谈到挂牌只用了 12天。有关部门
可以考察一下，看人家是什么样的流程？”这话
出自山东省委主要领导在 2019年春节后上班
第一天的工作动员大会上。在此，宁波成了经
济大省山东的对标“样本”。

千里之外的“山东老大哥”看到了宁波的
这拨操作，隔壁的“上海亲戚”当然更加敏感。

去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
幕前一天，宁波方面“悄悄”派大巴来到参展商
集中入住的上海酒店，将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
带队的 17个国家、35家企业参展商共 150 人
接到宁波港考察。精心安排，当天往返，这样
“见缝插针”的考察安排，充分体现了宁波人的
做事风格：精明能干，又踏踏实实。

“悄悄接人”的行动，看上去是低调的，但明
眼人都能看到背后的“高调”。海外展商们考察
的宁波—舟山港，想不“高调”都难，因为它是全
球唯一超“10亿吨”的超级大港。即使在去年的
国际贸易形势下， 宁波—舟山港不仅实现全球
港口排名实现“十连冠”，还在集装箱吞吐量上超
越深圳港，首次跻身全球前三。作为全球港口“双
雄”的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自去年开始即联
手全面加快推进小洋山北侧开发建设，这一合作
无论是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还是对舟山江
海联运服务中心打造，都可谓“未来可期”。

融入长三角，接轨大上海，宁波是“高调”

的。“一座杭州湾跨海大桥极大提高了沪甬两
地的沟通效率， 而随着沪嘉甬高铁的规划建
设，将给宁波深度融入上海都市圈带来更多的
战略机遇。” 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专家咨询
委员陈飞龙表示。

从外部视角观察，宁波从“低调”到“高调”

的变化，是有内在逻辑的。作为改革开放后以
外贸起家的外向型经济强市，面对全球贸易环

境的急剧变化，面对传统产业越来越大的压力
和城市之间客观存在的竞争压力，催促着宁波
不能一直“低调行事”。和上海提出的打响“四
大品牌”相似，如今宁波的“调子”起在城市优
势、城市品牌的重塑之上。

过去一段时间，宁波迅速聚集了与国内名
校联手的多个校地合作科研载体，包括复旦大
学宁波研究院、 国科大宁波材料工程学院、北
航宁波创新研究院等，单单去年 12月，就有上
海交大宁波人工智能研究院、大连理工大学宁
波研究院揭牌，宁波还确定与哈尔滨工业大学
共建宁波智能装备研究院……

人才的聚集，使得宁波的雄厚制造业焕发
新生。2018年， 宁波新增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13个，总数位居国内城市首位。近日，宁波天生
密封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励行根与帮助公司解
决了很多难题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东签订
设立院士工作中心的协议，而两人此前就有着
30 余年交情。励行根还记得，2007 年，公司中
标秦山核电站相关密封件项目，但当时核电站
反应堆主密封环， 全世界只有美国可以生产，

为此，秦山核电站不得不重新订购一套美国产
品。当时，励行根下定决心，这一密封环技术要
在 5年之内突破。最终，其公司打破了美国公司
长达半个世纪的全球独家垄断， 核心技术不再
“卡脖子”。因此，励行根知道，公司之所以能够
创造中国“密封件传奇”，正是“因为一大批全国
最厉害的专家们在和我们联合攻关”。

40年前，邓小平为宁波提出了“宁波帮、帮
宁波”的发展路子，后来全世界的“宁波帮”为
宁波崛起作出巨大贡献。如今，宁波到了将城
市品牌打向全球的时候。在浙江省力推的“最多
跑一次”改革中，宁波实实在在地跑了起来。俄
罗斯商人谢苗说， 得知该企业宁波的商事登记
只花了一天时间后， 很多俄罗斯企业家觉得宁
波办事效率高，投资环境好，都想过来看看。

这不是孤例。 早在 2012年 1月， 年产 30

万辆乘用车的上汽大众宁波分公司一期项目
全面开工，从奠基到正式投产仅用了 22个月，

创造了大众集团全球建厂速度新纪录。这就让
一些事情变得顺理成章，如去年宁波获评中国
十佳营商环境示范城市，以及数据显示，去年，

宁波市场主体达 94.3万户，增长 8.2%；民间投
资增长 21.7%…… 刊 11版荩

徽州杭州两座名城一江相牵

源头活水出新安
百转千回下钱塘

题图背景为苏州金鸡湖畔的金融区远眺。前景为 2月 6日，位于宁波东部新城的宁波环球广场、中国银行大厦等高楼大厦穿破云雾。 均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