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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如何打入
海外市场“也成为一个问
题。在这一方面，各个企业
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宁波市慈溪进出口控
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月
娥表示，针对不同的市场，
他们会推出不同的产品，从
而从传统的出口商转变为
消费的引导者。她介绍道：

“如取暖器等产品在欧美市
场的销量非常大，我们就会
在这些地区大量投放我们
的产品，不仅是 OEM 产
品，还有自主品牌，这些商
品就会在这些地区进行一

个持续的扩散。”
如何在推OEM产品

的同时推广自主品牌？企
业同时会向客户提供贴牌
产品与自主品牌产品，两
种产品的品质一样，但是
自主品牌给的价格会稍微
低一点，这样对于国外进
口商来说，利润空间变得
更加大了。久而久之，有
许多客户开始成为自主品
牌的经销商，帮助公司彻
底打开市场。

另外，他们还将外贸公
司在供应链中的位置逐渐
向上移动。“一头，我们会直

接对接客户，向他们征询关
于产品的看法和建议，根据
他们的要求；另一头，我们
会相应地出思路和设计，并
且找到配合想法来生产的
工厂，真正令外贸公司的位
置进行上移。”

另外，宁波澳成电器
制造有限公司则根据国外
客户的要求打造适应他们
营销方式的产品，从而打
开了北美、日本的饮水机
市场。“我们主要会把产
品销售给可口可乐、雀巢
等水厂，并令产品更加适
应他们的销售方式。”相

关负责人介绍道。
据介绍，国外客户买

饮用水的方式与国内不太
一样，客户在向水厂订水
之后，水厂会提供相应的
饮水机给客户使用。在使
用的过程中，有人会定期
上门清洗机器的侧板。这
种方式对饮水机的要求很
高。澳成电器以质量过硬
的产品获得了青睐，相比
众多其他产品的一年质保
期来说，他们提供的三年
质保期更加具有吸引力。

记者 劳育聪
通讯员 姚波 汤元拯

广交会宁波小家电产品订单量明显增加

“高颜值”小家电获客商青睐
日前，宁波军团在刚刚落下帷幕的春季广交会一期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截至4月19日，宁波交易团在本届广

交会一期出口成交6.6亿美元，较上届增加10%。据了解，从产品结构上来看，机电、高新技术产品订单量明显增
加，其中小家电是机电产品中的“主力军”。那么，作为宁波的支柱型产品，小家电如何在广交会上获得广大客商
的青睐呢？

说到家电产品中的秘
密，有些人第一反应就是
其内部的核心技术。诚
然，这既是众所周知的制
胜法宝。而此次记者在现
场发现，越来越多的企业
不仅注重产品的内核，也
开始在外观上狠下功夫。

对于每一款产品来说，
外观设计就相当于门面，这
也常常是对得上外商的“眼
缘”所在。所以对于许多宁
波的家电企业来说，产品设
计上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高颜值”的家电产品
去虏获客商们的心，成为一

个“秘密武器”。
宁波德业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在此次展会中带来
了几台造型简约、线条流
畅的除湿机，同一系列不
同规格的产品摆放在一起
吸引众多客商停驻于此。
公司相关负责人董锡达向
记者表示，国外大牌的电
器产品外观固然有很多做
得很成功的，但是一味地
模仿只会令自己的产品落
入更加尴尬的境地。

“比如说模仿飞利浦
的产品外观，客商就会来
跟你商量，既然外观差不

多，那就把价格减下来
吧”，他说，“作为生产者
来说，你在这一瞬间已经
失去议价权了，只能加入
这场别无选择的价格战
中。”所以，德业选择为产
品找寻专业的设计师团
队，自主设计代表企业态
度的产品。与此同时，对待
出口不同市场的产品，还
将选择不同的风格，真正
将产品融入到市场中去。

这样做的不仅这样一
家企业。韩电集团在现场
推出了多款多彩的复古冰
箱，在众多电器中显得格

外耀眼。企业海外部总监
王建明告诉记者，有许多
产品是面向国内市场的，
而其中重要的销售渠道就
是电商，这就意味着一大
批受众是年轻人。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就致力于设计一批
80、90后喜欢的产品，并且
将推出个性定制化的服
务。”他表示，在广交会上
要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很
简单，只要做精自己的产
品，并展现你过硬且不易
被模仿的实力，就可以吸
引大批客商的眼球。

外观设计与内核同样重要

在做好产品这一环节
之后，开拓市场同样是
重 要 的 一 环 。 在 采 访
中，记者发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潜力正
在逐渐浮现。

据组委会官方统计显
示，参加本次广交会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采购商直邮邀请量，

占 采 购 商 总 邀 请 量 的
48%，几乎占了参展采购
商“半壁江山”；其中，
参加广交会进口展的沿线
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达
364家，展位616个。

越来越多家电企业将
目标瞄准了“一带一路”
市场，其中，韩电的出口
市场分布就体现了这一

点。王建明告诉记者，目
前，公司海外业务出口额
40%来自于欧美传统市
场，剩下 60%中，来自

“一带一路”的占了一
半。公司整体营销战略是
从欧洲开始由西向东逐步
推进。

此外，也有企业在开
拓新兴市场上尝到了甜

头。宁波华茂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一季度累计进出口
727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
5791 万美元上升 25.5%，
之所以取得如此漂亮的战
绩，离不开新兴市场的功
劳。以古巴为例，去年，公
司对古巴实现出口 1998
万美元，今年预计能突破
5000万美元。

“一带一路”沿线与新兴市场带来契机

打入市场各显高招

截至4月21日，距
离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整
车进口口岸首辆整车的
进口时间已经过去三年
多。便捷的通关环境、
优越的港口条件，再加
上平行进口试点等政策
红利的释放，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整车进口口岸
正迎来良好发展机遇，
现已进口整车 10014
辆，进口整车销售辐射
范围已覆盖大半个中
国。

据介绍，目前宁波
口岸进口整车业务涨幅
喜人，从刚开始的一批
车只有几辆，发展到现
在动辄一批进几百辆。
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
1~3月份，梅山口岸进
口整车到港申报 1606

辆，货值6.42亿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80.65%、
68.90%。增加的不仅是
整车的进口数量，这些
年，梅山口岸进口车的
车型、品牌也愈加多
样。目前，宁波梅山口
岸进口车型已超过 90
种，除路虎览胜、奥迪
Q7、保时捷卡宴、宝马
x6等进口量一直较大的
老牌车型外，还新增了
奔驰GLE系列、GLS系
列、玛莎拉蒂总裁和莱
万 特 、 宾 利 欧 陆
GTV8、宾利飞驰、雷
克萨斯LX570等车型，
有 50 多万元的中产车
型，也有不少百万元以
上的豪车。

记者 劳育聪
通讯员 吴娴 李巧柔

近日，省经信委公布
了 2016 年省级特色工业
设计示范基地考核结果，
宁波和丰创意广场连续5
年蝉联全省第一。

工业设计是现代工业
的灵魂，处在制造业的创
新链起点、价值链源头，对
于引领技术创新、提升产
品档次、推动经济转型升

级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
和丰创意广场围绕创新创
业产业链和工业设计发展
趋势，坚持优先发展核心
产业。截至目前，和丰创意
广场总入驻率近84%，集
聚了来自全球86家设计机
构，涵盖汽车、电子信息及
通讯产品、模具、文具、家
电、船舶、服饰等10多个行

业设计领域，并向“智能制
造”“机器换人”“互联
网＋”等方向延伸。

最近五年，和丰创意广
场创新设计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19.2亿元。“和丰”已成
长为宁波创新创业的主平
台，智能经济发展的强劲引
擎，“做设计到‘和丰’，要设
计找‘和丰’”逐渐成为业内

共识。宁波大业造型艺术设
计公司、宁波科创制造技术
开发公司等企业，先后被评
为“中国工业设计十佳企
业”。“和丰”入驻设计机构，
五年累计获得包括 IF、红
点、红星等国内外设计大奖
50多项。

记 者 乐骁立
通讯员 谢晓江

和丰广场成省内工业设计高地

宁波口岸
进口整车累计突破一万辆

记者近日从宁波检
验检疫局获悉，2017年
第一季度，宁波口岸东
盟食品进口量高达15.9
万吨，同比增长近 5
倍，进口金额6661.2万
美元，同比增长3.2倍。

据介绍，宁波口岸
东盟食品进口产品类型
覆盖14大类，其中10
个类别均有显著增长，
增幅最为显著的是中药
材类，进口量同比增长

高达 12 倍。其次是粮
谷及其制品类，进口量
同 比 增 长 高 达
707.79% 。 此 外 ， 蜜
饯、糖、植物性调料的
进口填补了去年同期的
空白，共计 961.4 吨，
货值 61 万美元，进一
步丰富了宁波口岸东盟
进口食品类型。

记 者 劳育聪
通讯员 秦华洋

刘晓晓

近日，慈溪国税周
巷分局开展新一轮营改
增政策大辅导，以进一
步帮助纳税人精准掌握
税收政策，引导纳税人
更好适应新税制，充分
享受税收改革红利。

根据周巷国税分局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由
于增值税的特殊性，营
改增纳税人对政策把握
精准度需要提升，而进
项抵扣问题直接关系纳
税人切身利益。分局业
务骨干多次入企去宣传

最新的政策，同时，通
过现场发放税宣资料、
培训辅导、税企座谈会
等方式，推送政策、解
答疑问，加强税企互动
交流，了解企业涉税需
求及税负变化，强化对
重点行业和企业的针对
性、个性化辅导。通过
辅导，加深企业对增值
税制度的理解和政策把
握，确保税负只减不
增，更好地享受减税红
利。

通讯员 郑银焕

第一季度宁波口岸
东盟食品进口量激增

营改增大辅导
让企业更好地享受减税红利

2017年4月25日 星期二
编辑：林兴科 钱元平 组版：张 婧 美编：徐 哨12 民营经济·市场监管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