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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创新驱动、特色发展”战
略，着力突出“产业基础、科技创新、区域带动、生态环
境、行政效能”，传统的纺织服装、电子电气及装备、特色
食品等产业在改造提升中快速转型，年均增幅达 10%；
新兴的氢能及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势
头强劲。2016年，在全国 219家开发区综合发展考核
评价中排名第 45名。2017年，上升为第 32位，在县
（市、区）国家级开发区中位列第 4，商务部评价指出：如
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总体表现较好，特别是在科技创新、
生态环保方面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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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建设学习型党组织。近年来，深入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三严三实”“两学
一做”“走帮服”等活动，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高等院校开展联合办学，提升党员干部
业务素质，组织开展“支部书记讲党课、党员集中学习日、党员干部手抄党章”等活动，举
办井冈山“红色教育·党性锤炼”、延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等，被评
为南通市优秀学习型党组织。常态化举办重大节日系列文艺演出、“4.23阅读让生活更
美好”全民阅读、“奔跑吧，兄弟”微程马拉松、“幸福城北，粽叶飘香”庆端午、“健康生活，
幸福城北”百人瑜伽公益展演、才艺大赛及送戏下乡、农民“乐一天”文体艺术节和全民
健身运动会等活动，“家文化”建设深入人心。建立“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不断优化
审批流程、简化办事环节、提升服务效能，切实打造了亲商、安商、富商的投资环境。年发
放各类抚恤补助金超 1300万元，80周岁以上老人尊老金 600万元以上，慈善救助资
金 50余万元，开展阳光扶贫、慰问百岁老人、上门服务老人等系列活动，大力提升敬老
院硬件设施及服务水平，弱势群体得到很好关切。民兵高炮训练比武，获得省军区唯一
的“命中拖靶奖”“优秀组织奖”称号。

未来已来，远方不远。风华正茂的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愿与海内外朋友一道，感受
江海风韵，乐享长寿生活，抢抓发展机遇，谋求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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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打造创业创新平台，先后建成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示范基地、省级科技创业园、留学生创业园、公共技术检
测平台和企业孵化平台、“创客空间”等，努力构建高效
优质的科技创新软环境。先后与80多家高校院所建立
了产学研合作关系，累计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 300多
项。聘请到郭孔辉、杨裕生等工程院院士加盟支持产业
发展，招引到黄碧英、章伟等 5名千人计划专家及 10
多名省双创人才来区创新创业。鼓励企业、国有公司在
上海和北京分别成立创新协同中心，真正实现“不求所
在，但求所用”。引进设立5支产业引导基金，促进了重
大项目的落户和建设。创业创新平台优越，科技人才凤
栖高枝，成功走出了一条“打造人才高地、构建技术高
地、引领产业高地”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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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化城市理念和产城人融合发展要求，完善“城北新城”城
市发展规划，不断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功能配套项目建设，新城面貌日
新月异，城市品位不断提升。大司马桥、蓝湾大桥、水绘园大桥等凌空飞
架，花城大道、海阳北路、惠民路、龙池路等纵横交错，构成区内便捷的
交通网络。开发区实验初中等6所现代化学校破土而出，满足了百姓对
优质均衡教育的期盼。碧桂园、雍景园、万豪臻品等38个中高档商业小
区和如意花苑、新北小区、邓园新村、北郊花苑等 22个安置小区拔地而
起，让居者有其屋成为现实。博爱医院、志丞养老项目、如泰河沿河风光
带、平园池千亩荷塘项目等将如皋“世界长寿乡”的品牌擦得更亮。红星
美凯龙、中交美庐城等商业综合体纷纷入驻，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独
具一格的汽车文化馆、慧佳汇汽车超市、氢能小镇等为城市文化注入新
的时代元素。江苏最大、苏中唯一的金属表面处理中心落户开发区，为
周边机械、汽配、电子电器等产业提供优质配套服务。借助文明城市创
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以及数字城管网格化管理，智慧新城建设和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创建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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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地走“产业强区，工业兴区”之路，或挖掘本地传统
产业资源，或无中生有打造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长寿生物科
技、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四大主导产业逐渐明晰，并形成了自
己的竞争力和市场辨识度。现拥有新能源汽车产业整车生产能力
企业 6家，年产能达到 26万辆，2017年产值、销售在前两年翻番
基础上增长 65%，氢能与新能源汽车两大产业良性互动、合力发
展，4款燃料电池物流车已上公告，燃料电池城市公交研发成功并
已开通公交线路，11款氢燃料电池产品进入工信部目录，成为燃
料电池产品获得公告最多的地区，具备物流车批量化生产闭环运
行能力，建成3万台氢燃料电池（汽车）生产线。先后被评为“江苏
省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江苏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氢经济示范城市”“示范型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国家火炬如皋新能源汽车特色产业基地”“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
区”“科技部 /GEF/UNDP促进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发展项
目”、国内首家“氢能特色小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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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医疗模式正在转型，逐渐向
“防、治、养”模式转变。公众的自我保健意识不断提
高，以个性化健康检测评估、咨询等为主的健康管理服
务产业悄然来临。其中，睡眠健康是其细分的主体市
场，市场接受度正逐年递增。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网络大数据整合显示，
全球 27%的人有睡眠问题。中国为 38%，法国为 30%，
美国则高达41%。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健康睡眠市场
已直逼人民币 3700亿元的规模，而全球健康睡眠市场
保守估计也已超过 3000亿美元，这些数据足以表明当
下健康睡眠市场的发展潜力。关注睡眠健康的梦百合也
在持续跟进。

2018年初，梦百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家具展
上发布了“智享深睡”智能睡眠系统。在精准监测的基
础上，梦百合携手国内最大的在线医疗平台———春雨医
生，直接在 APP上生成专属的睡眠报告。通过长期追
踪管理，以周报、月报的智能形式向用户直线反馈，为
用户带来最直观的睡眠数据。同时，该系统已实现在线

医生实时问诊，打通行业只看数据不问诊的闭环。
2018年 3月，在北京睡眠展发布会上，梦百合联

合大连维特奥国际医院发布了 《零压床垫对睡眠状况影
响的深入研究统计分析报告》。该合作延续智能床垫从
医院场景到家庭场景的持续监测和长久监测对比研究，
这些数据在后期的诊疗过程中具有直接参考性。据最新
报告数据显示，以每人每天睡眠 8小时为例，使用梦百
合寝具，能将用户的深度睡眠占比提高至 23.3%，通过
换算约能延长 1.9个小时，这也将意味着通过使用梦百
合产品，用户每天将会多出 1.9小时的优质睡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拓创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建立，多种融资渠道的不断完善。梦百合将继续响应：
“我市始终坚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坚持走制造业
高端化发展道路，积极实施制造业产业优化升级战略”
的发展模式，未来，梦百合将继续加速全球市场布局，
不仅要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更在全球化的战略进程中
成长为世界先进制造产业的中流砥柱，赢得世界的认可
与尊重，成为受人尊敬的世界品牌！

通江达海! 砥砺奋进" 改革开放
!"

年来" 雉水如皋奏响了一篇篇华丽的乐章# 原先的如皋" 曾是众人眼中那片苏中经济欠发达地区" 但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入推进" 市委! 市政府带领着全体如皋人民" 始终坚持着解放思想! 勇于创新! 锐意进取的精神追求" 在不断探索创新中负重奋进" 用激

情和汗水谱写出一篇篇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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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强大活力" 让原本不起眼的如皋" 焕然一新" 散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纵观如皋版图" 沃土大地呈现出一派璀璨耀眼的繁华盛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十三五”规划的贯彻执行，
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推进，通江达海、
连城达港已经将如皋的战略优势从构想走向了现实。如皋
真正成为了“陆海江黄金交汇点、沪苏通高铁桥头堡”，
实现了经济社会更高质量的全方位、一体化发展，让如皋
顺利乘坐上国家经济开放的高速动车组，综合实力突飞猛
进，名列全国百强县市前列。

辉煌的成就鼓舞人心，美好的前景催人奋进。未来，
如皋必将保持着“冲刺跨越”的增长模式，跑出“新速
度”，越过“新高度”。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没有企业的助力就
没有地方经济的“腾飞”，广大如皋的企业家们大力
发扬“工匠精神”，推动经济飞速发展。在市委、市政
府的统筹带领下，企业家们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提
升素质、自主创新，企业的进步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同
频共振，为我市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梦百合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百
合”）作为如皋本土成长起来的优质企业，自成立以
来，不断深耕记忆绵制品领域，坚持技术创新，着力
品牌建设，积极开拓海内外市场，持续做大做强，成
为我市首家主板上市企业。据市财政局网站公示，
2017年梦百合（含恒康数控、江苏里高家具）纳税总
额 18575.39万元，位居全市第一，荣获中国专利优
秀奖、省专利项目金奖、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
目证书等多项殊荣，是国内主要的记忆绵产品生产
与出口企业。

梦百合旗下品牌“Mlily梦百合”凭借专业研发
实力、强大的生产规模优势和全球战略视野，一跃成
为推动世界高品质床垫消费升级的主力军，据不完
全统计，现已累计为全球提供近 1500万张床垫，近
1亿个枕头及其它记忆绵相关产品。

从记忆绵制造起步，发展为“寝具帝国”，Mlily
梦百合反其道而行———与国际市场深度融合，由

“外”向“内”覆盖全球市场；专注产品多元化发展，凭
借非温感记忆绵专利技术，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
路，实现了国内外市场“双剑合璧”。

作为梦百合品牌创始人，公司董事长倪张根戏
称自己是“奥迪创业”──四个“零”：无资金、无技
术、无经验、无客户，但他用了3年时间，从一个外行
变成一个内行，仅用了 10年时间，就做到了全球销
量前列。

2003年，倪张根初次邂逅记忆绵，以独特的思
维抢占先机，并成功接下第一笔国外订单，在市场的
发展上开启“飞行”模式；2008年，倪张根又创立了
“Mlily梦百合”品牌，专注于记忆绵产品的研发和
生产；2011年，梦百合登陆美国，连续三年销售快速
增长；2012年，登陆塞尔维亚，并于 2015年在塞尔
维亚开设第一家海外工厂；2014年，登陆英国、韩
国、日本、德国；2015年，登陆加拿大、澳大利亚；
2017年，登陆以色列、马来西亚、泰国。现如今，
Mlily梦百合的销售网络已遍及全球 73个国家，其
中，仅美国地区专卖店数量就已超过 2000家，成为
进入美国市场前 20名的床垫品牌，其记忆绵床垫、
枕头已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经济体系中，
想要“称霸武林”绝非易事。梦百合
的全球化布局，不仅整合了优质的物
质资源，还整合了集技术、人才等于
一体的智慧资源，建立了“全球智慧
链”。完备的研发生产技术、成熟的供
销渠道以及创新型商业模式是梦百合
的优势所在。

2017年 10月，梦百合正式收购
“床品界的Zara”———西班牙本土品牌
Maxcolchón。借助Maxcolchón强
大的战略营销网络和世界级的物流和
分拨能力,为欧洲甚至世界各地的用户
提供全方位的系统化配套服务,让更多
用户享受到婴儿般的深度睡眠。

2018年，红星美凯龙宣布入股梦
百合，大大促进了梦百合内销布局的
再次提速。此外，梦百合计划未来
3-5年内，增设国内门店 1500家，其
中以红星美凯龙、居然之家等卖场为
主增设 500家，其他为核心百货店和
街边独立店。按此计划，未来 5年，
国内销售梦百合产品的门店有望突破
四五千家。

当然，梦百合的全球合作远不止
于此，当下，梦百合已在全球铺开多
元化合作的大网，致力提升人类的深
度睡眠。

2016年起，梦百合正式成为曼联
首家官方床垫和枕头合作伙伴。梦百
合零压床垫进驻怡安训练基地，帮助
曼联提高球员睡眠质量并促进体能恢
复。不仅如此，自早期开始，梦百合
便成为世界围棋赞助商，多元化的合
作模式，使“Mlily梦百合”在全球范
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业务全球化
布局进一步加快。

从营销层面看，梦百合对于品牌
管理战略的思考和实现路径非常清晰，
同时梦百合对各国消费文化也做了深
刻的洞察。梦百合正在向世界重新定
义“中国品牌”，为消费者提供精致的
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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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 倪张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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