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定资料

资料一

2017 年以来，浙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前三

季度经济运行延续上半年稳走向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走势好于全国，转型升级

步伐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前三季度全省生产总值

36958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8.1%，增速比上半年快 0.1 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快 0.6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6.9%）1.2 个百分点。

全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2017 年前三季度，新设企业 28.4 万家，同

比增长 25.4%，新设个体工商户 55.7 万家，同比增长 15.2%。平均每天新设企业

1040 家。至 9月底浙江省有各类市场主体 575.3 万户，同比增长 12.5%，其中，

企业 188.8 万家，同比增长 16.7%，这些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

2016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5802.6亿元，同比增长6.0%；

规模以下工业小微企业实现增加值 4263.45 亿元，同比增长 6.2%；小微外贸企

业出口总额累计 2354.9 亿元，同比增长 19.43%。多年来，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

的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他们贡献了浙江 60%的税收、70%

的经济总量、80%的外贸出口、90%的社会就业，为约占全国人口 4%的浙江人，

在全国 1%的土地上，创造了全国 7%的经济总量作出了巨大贡献。

资料二

1969 年，25 岁的鲁冠球凭着东拼西凑的 4000 元钱，带领 6名农民白手起家，

在萧山创办了“宁围公社农机厂”。为求生存，他千方百计为周边公社提供各种

配套，“人家要什么就做什么”。凭着鲁冠球超凡的经营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

企业越做越大，到 1978 年，全厂已有 400 多人，年产值 300 余万元，厂门口也

先后挂上了“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和

“宁围万向节厂”等七八块牌子。就在一切看上去都顺风顺水的时候，鲁冠球却

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把挂在厂门口的几块牌子一一拆了，只留下一块“萧

山万向节厂”——他决心今后只把精力投放到一个产品中，那就是汽车的易耗配

件“万向节”上。鲁冠球后来说，他从 1978 年开始考虑一些问题，“做工厂不能

有什么就做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小而专、小而精”。自此，这家“身份低

微”的企业从当时的“冷门”行业，一跃发展成为今天营收超千亿，利润过百亿

的现代化跨国企业集团，被誉为“中国企业常青树”。

浙江义乌 S日用品有限公司创始人楼某 14 岁时就随父走街串巷，鸡毛换糖，

收过农药瓶，摆过地摊搞过养殖……15 年间干过 20 多个行当，但积蓄寥寥。1993

年底，已是而立之年的楼某慢慢意识到，什么都尝试便什么也做不好，他决定抓

住手中的吸管生产设备，一门心思做吸管，从此不再换主业。“吸管这东西，一

次性、几厘钱、低门槛、低技术、低利润，在餐桌上都是白送，还没人关注，只

能正一点辛苦钱。”楼某说，“家庭抱怨、员工怀疑，但我仍然坚定原先的路径，

未来五十年只做一根吸管。”20 多年来，S公司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坚守实业，

不多元，不浮躁，不急功近利，将一根吸管做精做强、做到极致。目前，S公司

拥有各类塑料吸管生产流水线 200 多条，企业员工 600 余人，年生产各类塑料吸

管近万吨（200 多亿支），已成为全球质量最好、品种最全、创新最多、市场覆

盖面最广的塑料吸管生产企业，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领导者”。

资料三

浙江经济是千家万户的草根经济，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工商户以其准入简便，

成本低廉，经营灵活的特点，实现了浙江人创业，做老板、发家致富的最初梦想，



带动了浙江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发展，造就了民营经济大省和强省的地位。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工商户自身的发展空间在逐步萎缩，尤其是 2008

年以来，浙江经济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发展面临的困难剧增，大量个体工商户

等市场主体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为此，浙江省陆续出台《浙江省个体工

商户转企业及小微企业规范升级工作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个

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意见》《关于制定“个转企”行业标准的指导意见》

等一系列“个转企”扶持政策文件，以政府有形之手，推动市场主体自觉提升。

自 2013 年以来，全省累计完成个转企 20.2 万家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比重由

2012 年底的 71.7%下降到 2016 年的 66.7%，减少了 5 个百分点。创业者越过个

体户模式，“一步到位”直接设立企业成为潮流，以杭州为例，2016 年新设市

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比例仅占 50.9%。

“说起个体户，对方就会觉得你信誉度不高，很多要求有一定资质的招投标

活动参加不了，还无法出具增值税发票，损失了不少订单。”在温州瓯海郭溪街

道从事五金加工的杨某告诉记者，前年的“个转企”，使他完成了从个体户“小

老板”向公司“企业主”的华丽转身，突破了以往的发展瓶颈。在他看来，“个

转企”更像是一道平衡大账与小账的“考题”。转企前，杨某也有顾虑：原来赚

的钱，只要放进自己的口袋就行，而转企后，所有的成本开支，都要纳入公司规

范的财务体系中。除此之外，经营成本的增加才是对他最大的考验。杨国飞专门

算过一笔账：转企之前，他每月只需要缴纳 1500 多元的定额税，但是转企之后，

按照目前的产量，他每月所缴的税费至少要 5000 元，再请一个兼职的会计，每

年至少还要增加 2万元的额外开支。即使因为原材料采购、电费等发票可以进行

部分成本抵扣，加上政府还有部分财政返还奖励，每年的实际经营成本也要增加

5万元左右。杨某更愿意把“个转企”视为一种倒逼机制。“个转企”后，他拿

到 50 万元的贷款，陆续添置了两台先进机器，聘用了三名设计师，专门从事新

产品开发。尽管经营成本增加不少，但杨某更看重的是转型后企业发展空间和口

碑的提升。他认为，“个转企”后如果不自我加压，不做好企业发展规划，再沿

袭以前的“小富即安”或“小打小闹”的思维，很难说企业会走多远。

资料三

在浙江嘉兴，众多小微企业中，不乏成功转型升级的样本，海归创二代徐某

通过不断创新，将一个传统的图文打印部变成了融信息化与数字化于一体的档案

管理有限公司。徐某的父亲在上世纪 90 年代承包了一家村办企业，1995 年开办

了 D文体用品店，到 2002 年，在全市已拥有四家大型文体办公用品店，并在市

县大型商场设立了多家专柜，2006 年又增加图文经营项目，并在 2009 年将图文

业务独立开设成为一家企业，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着“转型基因”的企业。2010

年从新加坡留学回国后，徐某从图文业务开始做起，迈上了商海之路，经过一年

多的历练，徐某发现公司要发展，必须有先进的技术引领行业，为此他引进日本

先进机器，将传统打印业务转向了数字化印刷，2012 年，经过结构调整和技术

提升的 D文体商行已经在行业内崭露头角，并在 2013 年获得浙江省数字印刷经

营许可证，成为嘉兴市唯一拥有此经营权的企业。同时，D数字印刷有限公司也

成为嘉兴市政府定点印刷单位，这一次成功转型后，有着国际视野的徐某发现，

越来越多的客户，不仅对印刷业务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很多人对原始文件的数字

化加工要求越来越迫切。“一些人的档案都是纸质的，没法满足现代社会电子化

的需求” 徐某从客户需求中看到了商机。2013 年，徐某再次引进先进技术，在

数字化印刷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化加工。此后，徐某又走遍广东、北京、上海



等地，经过认真考察后，他建起了嘉兴第一座民营档案馆——浙江 W档案管理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数字化档案馆的建设，突破了传统的封闭的但管理模式，实现

了档案工作以手工管理为主向以计算机管理为主，以管理档案实体为主向管理档

案信息为主，以档案存储保管为主向利用服务为主的转变。

资料五

2016 年浙江省小微企业成长指数上升趋势明显，综合贡献力、核心竞争力、

成长活跃度、制度供给力指数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蓬勃向上是浙江省小微企业

成长的主旋律，但是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受内需不足、外围经济增

长乏力，原材料、劳动力、物流、资金使用等成本逐年攀升及企业产品价格难以

上涨的影响，小微企业面临的生产经营风险有所增加；“成本高、税费高、融资

难、招工难等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许多企业依然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以传统制

造业为主业的小微企业，在产品经营定位上，大多采取低成本、低价格、低回报

的策略，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力量薄弱，产品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常

以低廉价格为市场竞争主要手段；政府资金扶持力度、企业融资便捷程度、税收

减免和用房用地优惠政策、政府机构办事效率等制度供给仍需加力，企业政策获

得感需要进一步增强。

资料六

浙江产大民企，也产“小巨人”，从打火机大王、吸管大王到袜子大王……

这些“小巨人”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湖州 M电子体科

技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企业。“我们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交流接触器的铁芯。”

企业负责人沈某介绍，在空调、高铁、发电设备上都会用到交流接触器，铁芯就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虽然成立时间只有七年，作为行业领头羊，M公司

已成为这个领域的隐形冠军，其合作企业中更不乏 ABB、西门子、HCC、格力、

正泰、德力西这样的知名企业。“这是一个细分领域，早前市场呈现空白状态，

我们瞄准并提早介入，就有了先发优势。”沈某表示，小小一块铁芯，从外观上

看，没有什么特别，可其实对精度、硬度等要求都很严格，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显示，一个小小的铁芯生产要经过冲压、插铆钉、铆压、放置短路环、压紧短路

环、磨削等十多个环节。不过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目前产品的生产效率

非常高，沈某说：“以前的冲床需要手工送原材料、脚踩冲压、卡尺量厚度，现

在都一体成型了，快捷而省力；以前的磨床都是人工手动操作，一人管一台，现

在电脑控制，一个人可以管两台，精密而省力，以前的成品包装环节需要人工刷

油防锈，现在采用机器自动雾化喷油，均匀而省力……”在这些生产环节的前世

今生介绍中，沈某的语气里难掩骄傲：“每一个工艺环节，我们都在不断追求技

术改进，除了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产品质量。”据介绍，早前 M公司就

自主设计了铁芯自动化专业生产流水线，并且一直在生产中边做边改，最近一次

是把生产中的部分环节替换成机械手，所需人工由原先的三人减少到一人，效能

也大为提高。另外，由于产品精度高，生产所需的模具也需要相当高的精度，为

此企业除了投入巨资添置生产设备，还自主研发相关模具，以提高生产效率，如

m公司自主研发的一款铁芯冲压模使的出品率从“一出二”提升到“一出四”，

节省原料效果显著。由于创新不断，M公司不仅取得了 2 项发明专利，4项实用

新型专利，也是整个吴兴区科创园内最早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2014 年，M 公司还被评为浙江省科技型中

小企业。技术上的创新，使得产品的品质更为稳定，因此也赢得了诸多知名品牌

的信任，不久前在 ABB 网上全球招标工程中，企业在 SIZE8 号铁芯产品上的得分



一直名列前茅。这款产品主要用在核潜艇的交流接触器上，一旦中标，对 M公司

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和一流企业合作，也推动我们要做一流的企业。”沈某

坦言。在这种“做一流企业”的理念推动下，近几年，面对经济不甚景气的大环

境，M公司每年销售额都有 20%到 30%的增长，客户群也相当稳定。

浙江是全国率先提出打造“隐形冠军”企业的省份。2016 年 8 月，浙江省

经信委发布了《关于培育隐形冠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通知》，

2017 年 2 月，浙江省政府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实施

意见》，明确将“专业化、精品化、特色化、创新型”作为引导我省中小微企业

的发展方向。“十三五”期间，浙江计划在全省范围筛选 1000 家左右走“专精

特新”发展道路的中小企业建立隐形冠军培育库，确认 100 家左右隐形冠军企业，

示范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对于隐形冠军的认定和培育

对象，浙江省重点关注纺织、服装、皮革、化工、化纤、造纸、橡胶塑料制品、

非金属制品、有色金属加工、农副产品加工等 10 个制造行业。

资料七

著名的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分析德国经济时发现，名不见经传、却在某

一个窄小的行业里做到顶峰的 1000 多家中小企业，才是德国经济的真正引擎。

它们有不可动摇的行业地位，有稳定的员工队伍和高度的创新精神，还有丰厚的

利润回报，西蒙将其称之为“隐形冠军”。随着研究的深入，西蒙考察了全球五

大洲 14 个国家的大量优秀中小企业之后，从中抽取了 457 家企业进行定性研究，

并写出了《隐形冠军：谁是全球最优秀的公司》一书。

西蒙认为合格的“隐形冠军”必须有以下标准：一是其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

是第一或第二位；二是它必须是中小公司；三是它的社会知名度低。“隐形冠军”

的特征则包括：（1）成长得更慢；（2）在更加稳定的市场里竞争，受时尚潮流

或者经济繁荣周期的影响较小；（3）必须从一开始就发展国际业务，因为他们

的产品或服务在任何单个国家的市场都不大；（4）也许寿命更长；（5）家族企

业或者封闭持股企业更多；（6）保持中小规模。

西蒙还进一步分析说，“隐形冠军”企业成功的道理，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

的公式，A+B+C=成功：A 意味着勤奋，B 意味着智慧，C意味着闭上嘴、不要谈

论你自己的成功。其实这个大道理不仅作为“科学大师”的爱因斯坦知道，几十

年前西方另一位“管理大师”德鲁克也告诫过企业家，在创新时要切记三个“禁

忌”：“不要太聪明”：“不要过多花样，不要分心，不要一次做过多事情”：

“不要为未来而创新”。

资料八

德国作为一个老牌工业制造国，在世界经济中所拥有的重要地位离不开本国

中小企业的贡献，中小企业占据了德国企业总数的 99.7%，公司净产值占全国的

一半，中小企业承担了德国就业人数的 70%，富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成为德国经济

的重要支柱。德国中小企业在创新经济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政府

的帮助和扶持。

1988 年，德国成立了“联邦高科技和创业园区协会”，专门负责园区建设

工作，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该机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主要

职责有：以孵化高科技中小企业为核心，促进成果转化；加强与产业部门协调，

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质量检测体系跟踪和检测各个高科技园区的效率

等。德国科技园区和创业中心的管理机构均为企业化运营的管理公司，为进入园

区的中小企业提供技术、管理等咨询，提供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的培训，等等。



“联邦高科技和创业园区协会”对德国中小企业创新发挥了领导和服务功能。与

此同时，德国还实施了反官僚主义法，以法律形式规范政府经济管理行为，简化

经济活动中过分繁杂的管理办法和规定，消除对中小企业的束缚。

2006 年，德国联邦政府制定了《国家高技术发展战略》，体现了德国科技

立国的意志，目标是确保德国科研水平和经济竞争力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实现生

物、能源、医药等领域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与此同时，德国政府还为中小企业

创新制定专项资金扶持计划。这项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中小企业科研创新的

融资能力，促进企业与院校之间的创新合作。2007 年，由德国联邦教研部负责

的中小企业创新项目计划正式实施，到 2010 年底资助的经费达到 3亿欧元。该

项目不仅在生物、医药等领域资助中小企业，还推动中小企业积极参与新型公共

安全服务、技术等方面的研发活动。2008 年 7 月，德国公布了中小企业创新核

心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支持中小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平均每年资助

6000 个项目，总预算额达到了 4.79 亿欧元，后来又增加了 9亿欧元，该计划使

很多中小企业受益。

资料九

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市场主体升级、区域经济提升，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措施，充分发

挥政府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大胆创新、主动作为，创造性地提出了“个转企、小

升规、规改股、股上市”的市场主体升级工程。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

下，浙江市场主体升级工作换发全新活力，为浙江经济率先发力、逆势上行夯实

了基础，赢得了先机、积蓄了能量，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5 年 6 月 1 日，浙江省出台《浙江省“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

（2015-2017 年）》，“三年成长计划”着力破解小微企业发展的结构性、素质

性、体制性矛盾，着力打造育小、扶小、活小、强小的制度环境，着力形成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格局，推进广大小微企业走质量强企、品牌强企和绿色发

展之路。“三年成长计划”实施以来，以政府政策支持为先导的扶持措施，在众

多小微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助推小微企业呈现出强劲的发

展态势；民间创投持续活跃，新设小微企业大幅增长；转企升规上市给力，主体

结构持续优化；生产经营状态平稳，经济效益连续回升；科技投入强度加大，新

产品产值占比提高；新兴产业方兴未艾，行业布局趋于合理。

2017 年 1 月发布的《浙江省小微企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则明确提出了

小微企业的发展目标；至 2020 年，全省小微企业发展体制机制和创业创新环境

显著优化，平台建设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活力与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升级，发展质量效益全面提升，经济社会贡献不断加大，为打造浙江经

济“升级版”、加快建设“两富”“两美”浙江作出新贡献。

作答要求

第一题：资料九种介绍了浙江省“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结合给定资料

分析浙江顺利实施“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的条件。（20 分）

要求：1.全面、准确，逻辑清晰；

2.字数不超过 300 字。

第二题：结合资料二、三、四、五、六，谈谈你对小微企业发展“专精特新”

导向的理解。（30 分）

要求：1.观点正确，理解深刻；

2.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字数不超过 600 字。

第三题：参考给定资料，以“隐形冠军”为话题，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

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50 分）

要求：1.主旨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论述深刻；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字数 1000-1200 字。

再次提醒：所有题目必须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作答，不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一律无

效！

2018年浙江省考申论 A卷解析

梳理材料：

资料一：

第一段：背景介绍，介绍2017 年以来，浙江省经济总体向好。

第二段：介绍浙江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取得的成绩。在其中引

出了了“中小微企业”这个主体。

第三段：集中介绍浙江省中小微企业取得的成绩。“多年来，以中小

微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资料二：

第一段：介绍鲁冠球的例子，鲁冠球的成功就在于“小而专，小而精”，

最终使得万向集团成为“中国企业常青树”

第二段：介绍浙江义乌 S日用品公司楼某的例子，楼某的成功也是坚

持实业，“做精，做强”，才成为“行业领导者”



资料三：

第一段：改革开放初期，很多个体工商户在浙江蓬勃发展起来，但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体工商户面临诸多困境。于是乎，浙江省政府

出来了一些列“个转企”扶持政策文件，并在“个转企”方面取得了

一些列成绩。

第二段：举例论证“个转企”的优势劣势，举了杨某的例子，说明“个

转企”虽然使得成本增加，但是转型后企业发展空间和口碑提高了，

是值得的。

资料四：

第一段：介绍了浙江嘉兴海龟创二代徐某的例子作为成功转型升级的

样本。徐某通过不断创新，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使得自己的图文打

印发展壮大。

资料五：

第一段：介绍浙江省小微企业虽然蓬勃发展，但面临一些列值得关注

的问题：生产经营风险增加，生存压力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政府

扶持力度不够等。

资料六：

第一段：介绍了湖州M电器科技公司在铁芯这样的小部件里不断发

展成“隐形冠军”。



第二段：介绍浙江是全国率先提出打造“隐形冠军”企业的省份。并

罗列了浙江省自 2016年以来在培育“隐形冠军”方面出台的政策。

资料七：

第一段：引用管理学家西蒙的观点，介绍“隐形冠军”的概念：不同

动摇的行业地位，稳定的员工队伍，高度的创新精神，丰厚的利润回

报。

第二段：“隐形冠军”的三个标准和六个特征。

第三段：介绍“隐形冠军”成功的秘诀：勤奋、智慧、闭上嘴。

资料八：

第一段：介绍德国作为老牌工业制造国，离不开中小企业的贡献。

第二段：介绍德国成立了“联邦高科技和创业园区协会”，实施反官

僚主义法扶持中小企业。

第三段：介绍德国制定了《国家高新技术发展战略》专项扶持小微企

业。

资料九：

第一段：介绍浙江省近年来高度重视小微企业。

第二段：介绍 2015 年浙江省出台的《浙江省“小微企业”三年成长

计划》的意义所在。

第三段：介绍《浙江省“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的发展目标。



参考答案

第一题：资料九中介绍了浙江省“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结合给

定资料分析浙江省顺利实施“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的条件。（20

分）

要求：1.全面、准确、逻辑清晰；

2、字数不超过 300字。

【题型】要素明确类的综合分析题

【答题思路】本题是分析题。要求我们分析浙江省顺利实施“小微企

业三年成长计划”的条件。条件这个词语也是申论命题的常见词汇，

顺利实施的条件其实就是让我们从材料中去找哪些句子的表述能够

去促进这个计划的开展，找出来，提炼一下方可。

分类归纳要点：

1. 浙江省政府高度重视



2. 浙江省政府全力推进“放管服”改革

3. 浙江省政府政策扶持，出台一系列“个转体”扶持政策，以政府

之手推动市场主体自觉提升

4. 小微企业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坚持实业，不多元，不浮躁，不

急功近利，精益求精，追求极致。

5. 小微企业自身积极进取，调整结构，引进先进技术，推动企业转

型升级

6. 小微企业企业技术创新，自主研发能力增强

7. 小微企业具有国际视野

【参考答案】

外部条件：浙江省政府高度重视，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扶持，并进行

科学引导。全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提供制度保障；政府出台

一系列“个转企”扶持政策，推动倒闭市场主体转型提升；政府科学

引导企业走隐形冠军、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

内部条件：企业自身优势。小微企业精准定位，精益求精，追求极致，

不浮躁，不急功近利；具有全球视野；积极引进技术，调整结构，推

动企业转型升级；坚持技术创新，自主研发。



第二题：结合材料二、四、五、六，谈谈看法了你对小微企业具有企

业发展“专精特新”导向的理解。（30分）要求：1.观点明确，理解

深刻；2.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字数不超过 600字。

【题型】理解类题

【参考答案】

用这一发展方向引导十分正确，也有许多实例证明了这一战略的

正确性。

1. 专：把精力投入到一个产品上。S公司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坚

守事业，将一根吸管做精、做强，成为“行业领导者”。

2. 精：追求极致，精益求精。浙商教父鲁冠球在企业越做越大时集

中精力投放到“万向节”中，使得万向集团成为利润百万吨企业，

被誉为中国企业常青树。

3. 特：瞄准市场和消费者需求，打造有特色产品。海归创二代通过

创新，将传统图文打印部变成融信息与数字化于一体的档案管理

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引领，成功彰显特色，使该公司在行业内崭

露头角，成为嘉兴市获得浙江省数字印刷许可证对唯一企业，突

破传统封闭的档案管理模式，档案工作成功完成计算机管理、管

理档案信息、档案利用服务为主对转变。

4. 新：不断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坚持自主研发。。M公司通过对

铁芯技术改进、自动化喷油，自主研发模具，取得多项专利，在



经济不景气对大背景下，销售额保持较高增长，客户稳定。

原因：浙江省小微企业成长势态迅猛，综合贡献力、核心竞争力、

成长活跃度、制度供给力指数均表现不错，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内需

不足、外围经济增长乏力，各种成本上升，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风险增

加，自主创新力不足，企业政策获得感不足等，个体工商户难以适应

经济发展等新要求。

影响：“专精特新”战略能够促进企业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

“两美浙江”。

对策：因此小微企业的发展要自主研发、重视数字化发展、引进

新技术、提升产品质量，与互联网相结合。

第三题:以“隐形冠军”为话题写作一篇议论文

【题型】议论文写作题

【答题范围】所有资料

【参考答案】

参考标题：

A. 小微企业的冠军之路

B.不破不立，破而后立----“隐形冠军”小微企业

C.发展小微企业的“浙江招数”

参考分论点：

A. 小微企业的概念。（是什么）



B.小微企业发展的优势和困境。（现状）

C.小微企业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影响）

D.发展小微企业需要创新驱动。（对策）

E. 发展小微企业需要发扬企业家精神。（对策）

F. 发展小微企业需要振兴实体经济。（对策）

G.发展小微企业需要数字经济助推。（对策）

相关搭配：

分论点1：振兴实体经济，为小微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分论点2：创新驱动引领，为小微企业的发展凝神聚气。

分论点3：弘扬企业家精神，为小微企业的发展锦上添花。



宁波: 0574-27662660/27662661

地址: 海曙区和义路 77号汇金大厦 3楼 304

余姚: 0574-62703590

地址: 余姚市世南西路与南雷路交叉口四明广场D座 601

慈溪: 0574-63022070

地址: 慈溪市新城大道南路 482号(人民医院东门对面)

象山: 0574-65727630

地址: 象山县丹城镇丹阳路 501号

宁海: 0574-65575637

地址: 宁海县兴宁中路 296号宁海大观园

台州: 0576-88892892

地址: 台州市椒江区解放南路凤凰新天地 103-105号

绍兴: 0575-85220615

地址: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 17号凯盛国际大厦 10楼



舟山: 0580-2027900

地址: 舟山市定海人民南路 6号南珍大厦 5楼

温岭: 0576-86229101

地址: 温岭市万昌中路 1333号创业大厦 1幢 601

临海: 0576-85126630

地址: 临海市靖江中路 187号星鑫商务大厦 10楼

诸暨: 0575-87176110

地址: 诸暨浣东街道东二路 810号

温州: 0577-88121107/0577-88121108

地址: 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金鳞花苑 2幢 2楼

瑞安: 0577-66809708/0577-66809707

地址: 温州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路南方大厦 6楼

乐清: 0577-61580900

地址: 温州市乐清市乐成镇建虹路 8号 2020室



苍南: 0577-68889567

地址: 苍南县灵溪镇华侨路 290号苍岳大厦 2楼 209室

丽水: 0578-2186372

地址: 丽水市莲都区花园路 594-596号

龙泉: 0578-7118156

地址: 浙江省龙泉市佳美新天地财富街区A楼 28室

缙云: 0578-3199378

地址: 缙云县永宁步行街 70号

松阳: 0578-8078238/8094538

地址: 松阳县长松路 121-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