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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 创新 更为创佳
——走进宁波市创佳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随着全球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企业无疑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与合作，工业产品设计
产业链，相当于一个完整的产品生态系统，工业产品设计无疑是推动整个系统良性发展的起点，
是产业的前端。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创佳设计团队”也正在为自己演绎好这个重要的角色
不断积累、丰富与发展。

掌门人：蔡岳
公司名称：宁波市创佳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6 年 10 月

地理位置：丰庭楼

主营方向：工业产品设计开发服务

                   （包含外观、结构、系统整合设计等）  

                  项目孵化，专利产品孵化等

企业名片

文 / 翁蕊、金陈聪

创业梦成真
2000 年，中国的工业设计在“北

上广”等城市刚刚萌芽，工业设计设

计公司也是寥寥无几，仅有一些世界

知名企业在建设工业设计团队。而彼

时的蔡岳，已经开始关注工业设计行

业的发展方向，并有意识地经常出去

学习和参加工业设计行业发展交流会。

随着宁波乃至中国制造业迅猛发

展，人们对产品需求的品味在不断提

高，工业设计在产品研发、实现过程

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

与之相对应的是，宁波本地的设计公

司却是凤毛麟角，设计水平也是参差

不齐，远不及“北上广”等地。

蔡岳心中，想要创办一家工业设

计公司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2006 年，蔡岳的工业设计公司正

式成立，人不多，加上他自己也就 4

个人。第一个单子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是一款电动工具。对于创业伊始的第

一个作品，蔡岳格外用心，从外观的

造型调研，到最终的方案成型，每一

个细节他都设身参与，心想不能有一

点马虎，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客人看

到蔡岳提出的设计方案时，相当满意，

当场就定下了此方案。

欣慰的同时，他也在思考着公司

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创办设计团队

的初心，是想在一个领域里深入做设











51

分。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我回到了家

乡宁波。跑了几家设计公司后，一不

小心跟朋友一起创业去了。两年之后

带着各自的激情，我创立了矩成创意

产品设计。初期的两个客户，一个是

家居用品的外贸企业，一个是水泵工

厂，至今他们都还是我们的年度合作

客户。现在这家水泵工厂刚刚在上证

所挂牌上市了，我们也很自豪，因为

他们这些年的几乎所有的新品项目都

是出自我们团队的设计。坚持和专注

让我们收获了更多信任，更成为打开

这两个行业的两把钥匙。

删选行业，回归初心
初期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有很大的

压力，但是趟了不少坑，毕竟成长的

路径都是比较曲折的。2 年之后进入

第一个漏斗期，我们主动淘汰了一些

不良客户。删选行业，回归初心，只

做两个行业，准备专注和沉淀之后再

次出发。

事实上，2012-2013 那两年做的

日用品为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后来

陆续得到两个红星奖（2014 年）和两

个红点奖（2015 年）。因为客户保密

的要求，我们直到 2 年后才能对外公

开，所以是老案例新奖杯。设计之初

哪里会去考虑申报设计奖项呢？只想

低头做好设计而已。

水泵行业的保密协定解除了，我

们开始在行业内承接各种项目，为不

同的客户建立定制化的 PI（产品识别）

设定，做家族化的系列开发。这个是

非常行之有效的方式，不仅让双方的

信任进一步加深，更是让新品的设计

持续性得到了很好的保持。一方面我

们不断深入行业，另一方面与客户结

成了非常稳定的伙伴关系。

有时候坚持是非常困难的选择，

而选择也正是因为坚持。2015 年我们

开始“合创”之路，与制造工厂、销

售伙伴一起合创开发家居产品。选择

与我们合作是因为专注做家居品的设

计公司只有我们公司，家居品做到能

拿红星奖、红点奖的也只有我们公司。

创业使人坚定，从激情到理性，

从懵懂到成熟。我们相信坚持做好自

己的事情，专注于擅长的领域，总会

有回报的时候。

越设计越热爱
作为一家专注细分领域的设计机

构，练好内功与找好定位都非常重要。

内功靠专注，定位靠选择。

2007 年，我们开始深入接触家居

品，研究各个品牌，熟悉品类产品。

同时也做一些概念设计方案，当时做

了几款竹子概念的产品，不过没有落

地。回宁波之后，在客户的项目执行

过程中，我们接触到了“竹纤维”材料，

发现这个材料与之前的概念非常吻合，

于是把当初的概念方案重新拿了出来，

然后进行系列化地重新设计，经过工

厂的落地实现了批量生产。

这时已经到了 2012 年，两年后

项目的保密期一过，我们为这个系列

申报了红星奖，以及 2015 年的红点

奖，双双获得了成功。8 年的抗战获

得了胜利，8 年坚持也为我们带来国

际设计荣誉的认可。8年的坚持不算长，

能坚持初心，我们认为这就是专注的

精神。

一如既往，每年我们为客户提供

100 款以上的家居产品设计方案，从

改良、借鉴到原创步步递进，厨房和

餐厅内的家居产品轮番迭代了好几轮。

一些产品是系列化开发的，设计让系

列基因不断扩散和延续，逐步建立起

几个特有的系列产品线。家居品又是

快消品类，每年都会在广交会做两次

新品发布集中呈现。大量的开发需要

大量的策略和系统性的支持，帮助客

户持续推新，才能成为市场的领头羊。

我们不断积累家居品设计经验，越设

计越热爱。

不以善小而不为
2015 年我们开始尝试合创模式，

设计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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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个结合 AI 和 AR 科技的智能眼镜 New Glass C200 即将面市的消息，近日终于在
联想官网上出现，这让众多 AI 粉为之雀跃。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款备受瞩目的 C200 的设计者，是来自宁波摩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的 CEO 刘书剑和他的团队。目前摩根设计和联想新视界达成了战略合作，将负责联想新视界
的全部 AR、VR 类产品的设计开发。

设计更新鲜的未来
——走进宁波摩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掌门人：刘书剑
公司名称：宁波摩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4 月

地理位置：丰庭楼  

主营方向：工业设计服务

                       MORGEN DESIGN 创意文具品牌

企业名片

开创MORGEN的 “早上”和“明天”
刘书剑曾就读于江南大学，之后

留学德国，毕业于施瓦本哥明德设计

学院的工业设计系，后又在奥地利约

翰内阿高等专业学院交换学习汽车设

计。

他在德国保时捷设计、奥迪汽车、

空中客车等知名企业担任过设计师，

有着丰富多元的产品设计经验和国际

化的设计视角。凭借保时捷黑莓手机

P`9981 和保时捷 Flat 6 腕表，刘书

剑还获得了红点奖“best of best”。

刘书剑对于设计的认识，很大程

度受到德国风格的影响。“我的设计

理念某种程度上也是在那儿萌芽，”

他说，“德国是现代工业设计的发源地，

那里有深刻的工业设计的传统和文化。

德国又是一个崇尚严谨的国家，做事

一丝不苟。本科四年的学习让我认识

了真正的工业设计是什么。在大量的

实习工作积累中，与一帮高水准的设

计师一起协同工作，也使我的专业技

能有了很大的提高。”

2013 年底，刘书剑和他的合伙人

张昌德一起从德国回到中国，梦想着

创业。在他看来，回国是必然的结果。

从出国前就已做好打算，要用学会的

技能来推动祖国的工业设计发展。创

业前，刘书剑和伙伴由北向南考察了

多个城市，最终选择了宁波。“我是

文 / 包清青、金陈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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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人，创业之前并没有来过宁波。

但是我看到，宁波地处长三角经济腹

地，又是制造型城市，从供给关系上

看一定需要大量的工业设计服务。”

2014 年，摩根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成立。摩根直译于德语 MORGEN，

意为“早上”和“明天”，“早晨是

充满新鲜、充满活力的时段，我希望

我们可以利用好早上的时光；明天寓

意着未来，我们所有经手的项目都会

是未来的产品。加上工业设计本身就

是服务于未来的行业 , 它代表着希望。”

摩 根 采 用 了 德 国 式 的 工 作 方 式

——创新但不失严谨。“我们开始比

较担心德国的工作方式是否会水土不

服，经过三年的磨练，我们发现我们

在德国学会的技能，依然可以运用到

自己公司的企业管理和项目管理。同

时我也可以将德国的设计经验分享给

自己公司的员工，以及同行，为他们

提供设计培训。”刘书剑说。

在 入 驻 和 丰 创 意 广 场 短 短 的 三

年时光里，摩根的客户遍布北京、上

海、深圳、江苏、浙江等地，设计的

产品先后获得了“2016 中国好设计金

奖”“好设计奖”，其中三件作品入

围了“2016 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

让设计与被设计都变得有趣新鲜
摩根有一句口号：设计更新鲜的

未来。尤其是摩根设计旗下的创意文

具品牌 MORGEN DESIGN 的设计，

追求的就是新鲜有趣。

MORGEN DESIGN 是摩根成立

之初的先行品牌。“我们一开始在国

内并没有太多工业设计服务的经验，

也没有客户资源，同时我们希望创建

一个以设计驱动的品牌，于是在创立

MORGEN 时，先诞生了‘MORGEN 

DESIGN’。”

摩根追求的新鲜有趣是双向的。

刘 书 剑 将 MORGEN DESIGN 比 作

摩根的后花园，“我们可以按自己的

初衷和想法进行设计；我们打破常规，

从设计师的视角去发现和创造新鲜的

事物；我们用玩设计的心态去设计就

会让设计变得有趣，” 当然，‘玩’

出来的设计作品也是充满“新鲜感”的，

“我们就是要让用户在看到我们的产

品时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市面上的产

品同质化严重，而我们从使用者的角

度结合设计师的视角就很容易做到‘新

鲜’。”

刘书剑强调自然性、功能与人性

化兼备的德式设计风格给予他很大的

启发，“我的设计理念是两个看似相

悖的原则：简单与惊喜。为需求提供

人性化的设计，为灵感赋予简约的形

体，希望以敏锐的设计触觉来演绎生

活，塑造人与产品间惊喜的互动体验。”

MORGEN DESIGN 的设计都比

较简单，一般来讲过于复杂的设计会

使产品的成本变高，而价格则是使产

品小众的门槛。通过简单的设计让产

品新鲜有趣可以吸引消费者，大众化

的价格可以使产品容易被人接受，摩

根一直在往这两个方向努力。刘书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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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陈晓锋也曾打趣，“‘科发’这

个名字很土的”。

毕业后，在国家统一计划分配下，

陈晓锋留校任教，四年后，担任浙大

计算机系辅导员的陈晓锋被提为浙大

计算机系副书记，这一年，他 24 岁，

是当时浙大最年轻的一位副处级领导。

1992 年岁首，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邓小平同志动身南巡。“胆子更大

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振聋发聩的“南

巡讲话”成为引领一代改革人奋勇前

进的号角，勇敢地为改革开放大业护

航。

这年，陈晓锋以“重点培养干部”

的身份被选派到宁波北仑区挂职副区

长，成为了最年轻的北仑区副区长。

此时的宁波以 1988 年全面实施

计划单列市为契机，站在时代发展的

新起点，经济计划体制发生了重大变

化。1992 年，宁波更是由经国务院批

准，设立保税区，跻身为当时中国大

陆开放层次最高、自由度最大的对外

开放区域。这一系列大动作推动着宁

波一路高歌猛进。

从杭州来甬，感受着宁波经济的

迅速崛起和蓬勃生机，陈晓锋“自我

变革”之心油然而生：“1992 年，邓

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鼓舞了很多人都

想在商海里大显身手。”1995 年，陈

晓锋辞去机关干部的工作，下海创业。

陈晓锋自嘲：“那时，我是还没学会

游泳，就下海了”。

作为典型的从体制中走出来的创

业者，只凭着一股子激情，创业之路

并不顺遂，陈晓锋在不断“试错”的

过程中不断成长。辗转实业、旅游、

外贸等众多行业，最终是房地产让陈

晓锋实现了自身财富积累的愿望。

1998 年 3 月 29 日，时任国务院

总理朱镕基在中国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了“福利分房”时代的终结。随着一

系列房改政策的陆续发布，目光敏锐

的陈晓锋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他

强烈地预感到房地产会有一个非常不

错的发展前景。

2001 年，陈晓锋组建民营性质

的宁波市丰泽置业有限公司、宁波浙

联置业有限公司，正式进入房地产市

场。短短几年中，陈晓锋在宁波、舟

山等地开发了众多房地产项目，着手

并购或合资了数家省内外企业。

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全

球经济陷入低迷。沉浮商海多年的陈

晓锋开始思考：中国的改革开放只用

了三十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两百

年的发展历程。从这三十年发展进程

来看，先后出现过个体经营、创办实业、

外贸、房地产等商业热点。这也意味着，

当下的中国每隔五六年就会有一个热

点出现。而在热点迅速发展到一定阶

段后，不可避免地开始走低。但在万

人追逐下，热点久久不能退烧，不理

性的因素也影响了人们对风险的预判。

陈晓锋判断，房地产是一个较为

特殊的行业，它消费需求较大，发展

周期较长，已经持续狂热近十年的时

间。这其中，住房价格持续飙升，供

给过剩等问题也将随之而来。先前的

成功经验不可复制，在历史新旧交接

处，崭新的创富时代必将到来。陈晓

锋坚信，在这一产业转换期，投资行

业潜力巨大。

基于这个判断，陈晓锋着手准备

转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陈晓

锋果断把项目转手，退出房地产，转

而把更多精力放在了 PE( 私募股权投

资 )、VC( 风险投资 ) 上，寻找下一个

“风口”。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晓锋是

对的。

波涛汹涌 逆风远航
——寒冬中奔跑的科发资本

成立于 2011 年底，2012 年正式

运作的浙江科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一开始就遇上了“寒冬”。但是，公

司凭借先进的投资和管理理念，充分

发挥浙江大学的人才和资源优势，通

过对政府、券商综合资源的整合，强

化优质项目来源及投资后续辅导及增

值服务，投出了一批上市企业和独角

兽企业，在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等领

域取得了傲人成绩，短短几年时间，

成为浙江省股权投资行业的一匹黑马。

公司多次被评为“浙江省优秀创投机

构十强”“浙商最信赖金融机构”“浙

江省金融投资明星企业”“服务浙江

中小企业十佳投资机构”“浙江金融

投资优秀企业”等等；董事长陈晓锋

及团队多次获得“浙江金融投资十大

领军人物”“浙江省优秀投资经理”“宁

波市十大创投投资人”等荣誉。

公司投资管理团队成员大部分是

企业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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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 世界贸易
组织以来，发展历程较短的国际货运代理行业，
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十多年时间，见证
了国际货运代理的由弱变强，也见证了，有那
么一群人，通过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辛苦奋斗，
开创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Blu Logistics NBO
——我们一路前行
文 / 金陈聪

掌门人：程敏
公司名称：开亚国际物流（上海）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成立时间：2014 年

地理位置：意庭楼

主营方向：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

                   货物仓储，搬运装卸等

企业名片

源自南美的 Blu Logistics
随着中国政府不断对内外开放，不少实力超群的国外

货代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的方式，从沿海向内陆扩展

网络的策略进军中国货运代理市场，并开始大显身手。Blu 

Logistics 是其中之一。

这家于 1995 年在南美成立的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总

部位于哥伦比亚，在南美市场排名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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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音袅袅，绕梁三日。在追求天籁之音的旅途中，他的身边始终有漫漫的诗意萦绕。随着
岁月之流，这份诗意已嬗变为一份坚毅、一份追求、一份信仰。他用一个一个的动人音符，演
奏出了民族品牌的华美乐章：数亿的实体销售额、数千万的线上销售额、国内 500 余家代理经
销商、欧美 300 余家琴行和日韩 60 余家琴行代理……这是海伦钢琴的傲人成绩，更是陈海伦
的倾心演绎。

“我的名字就是企业的名字”
1955 年，陈海伦出生在宁波北仑，

在那个民族发展的艰苦过渡期，很多

事都不会尽遂人愿，在如此时代大潮

中，十几岁的陈海伦中途辍学。一个

本应在学堂读书的少年不得不重新开

始思量自己的人生。经过反复琢磨，

十几岁的陈海伦独身去了当地一家厂

里当学徒，这个决定成为陈海伦人生

的第一个转折点。不出多久，肯拼肯

干肯吃苦的陈海伦从一个普通的学徒

晋升为厂长，经过多方面分析考虑，

陈海伦决定只做钢琴零配件，放弃其

他产品的生产。自此，陈海伦的命运

与钢琴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2001 年，经过多年的积累与准备，

陈海伦成立了宁波海伦乐器制品有限

公司（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前身），

开启了自己与乐器制造的故事，并开

始筹备生产码克。经过 1000 多个日

夜工作之后，总工程师终于拿出了码

克的技术图纸。陈海伦的配偶金海芬

带领工人们开始生产码克，而他自己

则开始跑业务。万事开头难，通宵达

旦成为了家常便饭。现在海伦钢琴的

技术骨干说起那段激情燃烧的时光，

都有着“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感慨。

2003 年，陈海伦企业的码克一

经推出，就得到了欧洲高端市场的充

分认可，引起了欧洲大批顶尖钢琴企

海伦钢琴：
弹奏民族的瑰丽乐章
文 / 白芙蓉

掌门人：陈海伦
公司名称：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3 年

地理位置：谷庭楼（海伦钢琴宁波市区专卖店、

                   海伦智能钢琴教室）

企业名片



67

业的关注和好评。发展到后来，年产

30000 台的码克除了自用以及国内厂

家的订单以外，还有一部分销往欧美

和日本。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文德隆

品牌的负责人彼得和陈海伦说：“你

的企业既然能生产出这么好的码克，

那为什么不能生产组装出好品质的钢

琴呢？”一语点醒梦中人，这次随意

的谈话让陈海伦下定了生产整琴的决

心，也让他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钢琴制

作事业。

2003 年，陈海伦以自己的名字注

册了“海伦 HAILUN”钢琴品牌。“我

用信誉来担保产品的质量，我的名字

是企业的名字，也是产品的名字。我

的产品做得不好，人家肯定会骂我：

陈海伦人品不好，产品质量这么差，

偷工减料，欺骗消费者。这个产品有

我自己的信誉在里面。”

大投资，请大师
2002 年，一次公司会议上，陈海

伦说他要进行一次大投资，当时很多

人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只是怔怔地等

着他继续说，等他把那张投资计划单

传给大家看的时候，众人对着巨额投

资数字彻底惊呆了。看着众人惊讶而

不解的表情，他笑着说：“其实这个

计划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并不是突然

心血来潮做出的决定，有关其中的一

些重要问题我和工程技术中心的主要

负责人都详细谈过，可以一试。”简

单的话并不能打消员工们的顾虑，陈

海伦和技术负责人根据企业的现状和

当前国际国内钢琴制造行业的形势，

对这个计划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说明。

经过多次商讨，大家最终同意了这项

大型投资计划。

这数百万元，一部分用来引进日

本五轴联动 CMC 加工中心等专用设

备，一部分用来聘请美国、欧洲以及

日本的钢琴设计大师，还有一部分投

资在了公司自己的钢琴制造工程技术

中心。

现在，海伦钢琴引进了日本全数

控高科技钢琴专用设备和生产线，并

聘请了维也纳拥有百年家族钢琴制作

历史的钢琴制作大师彼德，美国钢琴

设计大师乔治·弗兰克·爱姆森，维

也纳整音、调音权威大师斯宾先生，

日本钢琴专家江间·茂先生等等专家

来公司长期指导组装、生产工艺。

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得到了丰

硕的战果，海伦公司凭借着深厚的钢

琴部件制造底蕴自行研制出了国际上

最顶级钻头、红外线双工位数孔钻孔

设备，一举攻克了日本引以为豪的码

克数控技术和真空铸铁技术；结合引

进的五轴联动等专用设备，组建出了

国际领先水平的码克生产流水线，不

仅仅实现了全程数据化管理，也创造

性地以高精度生产模式取代了传统的

手工工艺，可以说是海伦助推了中国

钢琴制造业的技术升级。

专业流水线的形成，彻底颠覆了

国内传统的制琴模式，在国内钢琴制

造行业开创了先河。

“海伦，兴华！”
“海伦兴华”，四字牌匾挂在陈

海伦的办公室，诠释了他用民族品牌

振兴中华的梦想。在陈海伦眼中，品

牌就代表着企业精神的一种归属，只

有自己的产品有优秀的品质，才能真

正有机会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才能真正反映出自己创办民族品牌的

意念和决心。所以他一直希望有中国

的钢琴、有自己的钢琴品牌能真正站

在世界顶级的钢琴舞台。无疑，现在

的海伦做到了。

2005 年，一架标有“海伦—宁

波”的海伦钢琴进入维也纳金色大厅，

海伦钢琴成为第一架进入维亚纳金色

大厅的亚洲钢琴；2006 年，丹麦王

室选用海伦钢琴作为丹麦王室御用钢

琴，再度为中国钢琴赢得了巨大荣耀；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一架价值

千万的海伦钢琴作为“奥运会专用演

奏钢琴”出现在鸟巢文化广场，献上

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文艺演出；2010

年，海伦钢琴被国家轻工业乐器质量

监督检测中心认定为中国钢琴音乐性

能鉴定的参照样琴，成为行业标尺。

2012 年，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成为国内

首家成功上市的民营钢琴企业；2012

年，海伦钢琴荣获北美 MMR 钢琴声

学大奖，此后连续两年荣获这一奖项，

并在 2015 年荣获 MMR 终身成就奖

企业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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