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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坛上，台湾文创联盟理事长
李永萍的演讲也赢得了掌声和喝彩。

“文创，让城市更美好。”有备而
来的李永萍先梳理了当下宁波乃至整
个中国大陆的文创需求，比如全域旅
游、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田园综合
体、特色小镇、供给侧改革、“一带
一路”及文化复兴中国梦等。

“台湾积累的文创经验强项侧重
于地方伴手礼产业、观光工厂、体验
民宿、休闲农业、社区总体营造、文
创园区、老街新生以及复合式体验型
文创商城。”李永萍说，在2007年至
2010年，她任职台北市文化局长和
台北市副市长期间，致力于文创产业
的推广，打造体验式文创产业园区，
不仅主导推动了台北市华山、松烟、

剥皮寮街区转型为文创产业园区，更
成功借由文创重塑了台北的大稻埕
等，让台北市迈向创意城市，也让文
创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台北的生活方
式。

论坛上，李永萍从文创角度出
发，为宁波企业家支招。她说，位于
台湾南投县的广兴纸寮，是岛内久负
盛名的传统造纸企业。前几年，企业
主将老厂房重新规划，在保留古厝人
文空间之余，新辟纸张应用研发室、
手工纸文化馆、造纸植物生态区、手
工纸体验教室等功能区，由此构建了
台湾第一家造纸产业观光工厂。

想不到“救命纸”作为工厂最新
研发的文创产品居然由两个不到22
岁的年轻人设计完成的。他们创造性

地改变传统中药形式，将各季节的养
生中药与中国传统造纸工艺结合，将
中药制作成可以“泡茶的纸”，把中
国传统文化艺术玩得活色生香。这一
设计不仅极大地方便了饮用，改善了
传统汤药的口感，还传播了南投特色
纸文化、茶文化。

“宁波可以通过类似的文创再
生，结合地方标志性的鲜明IP，通
过系列文创实体空间的运营，推出相
关文创产品，在‘一带一路’上打上
宁波烙印。”李永萍建议，宁波与台
湾之间可以携起手来，通过合办“智
造+文创”竞赛，共建“智慧文创研
发、文旅体验基地”。

记者 王婧 实习生 吕梦帧
通讯员 支鸣飞

首届宁波国际物流交易会举行

商报讯（记者 劳育聪 通讯员 陈姣）
12月15日，2017首届宁波国际物流交易会拉
开序幕，来自北京、天津、青岛、大连、郑
州、武汉等全国15个口岸城市的客户代表、参
展商共2500余人参与了此次交易会。

本次交易会设立了订舱平台、仓储资源、
通关资源、运输资源（公路、铁路、内贸、大
件及散杂）、空运及快递等200个展台，为航运
物流供应链企业提供更多相互交流和了解的机
会，以更好地吸引客户、发展潜在客户。此
外，交易会期间，首届国际航运物流交易会开
馆。同时，还举办了“城市国际航运产业创新
发展论坛”“‘互联网+’下的航运物流转型升
级”“海外仓：物流企业的新风口”等沙龙。

据悉，此次交易会实现海运业务合作签约
70余项，累计集装箱业务量20000TEU，业务
金额1.4亿元；空运业务量为6500立方米，业
务金额5300万元。此外，意向在国际航运聚集
区注册落户的航运代理企业60余家。

宁波检验检疫无纸化全覆盖

商报讯 （记者 劳育聪 通讯员 张平
王瑜）接近年底，是报检企业最忙的时候，往
年检验检疫报检大厅都是人来人往、熙熙攘
攘。然而，今年却一反常态，无报检员的大
厅，只有鼠标和键盘的声音，显得特别“冷
清”。“冷清”并不是无为，原来，宁波检验检
疫局不断深化推进无纸化工作，彻底实现检验
检疫业务无纸化全覆盖，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
成全部业务。

截至发稿时，今年宁波检验检疫局共受理
无纸化报检 46 万余批，无纸化报检率超过
95.35%，极大地方便了报检企业，为企业节约
了大量的时间和费用。据测算，宁波检验检疫
全程无纸化以后，平均每批次可为企业节省4~
5个小时，节约耗材、人工、往返交通、物流仓
储等费用50元~100元，验放速度大幅提高，
经济效益明显。如按每批为企业节约成本100
元、5个小时计算，今年1~11月共为进出口企
业节省4600余万元、230余万小时。

此外，宁波检验检疫局充分运用“互联
网+检验检疫”的理念，开通“报检通”微信
公众号，将全程无纸化系统的数据进行对接共
享，企业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可以进行各类业务
查询、政务通知公告查看，还可以在线问答等
咨询服务。

宁波顺丰通过海关高级认证

商报讯 （记者 劳育聪 通讯员 郭蔚
冉）近日，宁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成为浙江省
首家通过海关高级认证的快递企业，这也是顺
丰速运集团全国27家子公司中第4家通过海关
高级认证的公司。

宁波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在宁波机场口岸拥
有两架全货机，主要业务范围为进出口快件、
普货、跨境电子商务、个人物品业务等。今年
1~11月，宁波顺丰在宁波机场口岸进出口快件
总量约476万票，进出口快件日均处理量1.5万
票，进出口总量及日均处理量均位于同行前列。

宁波海关按照标准在前期对企业开展辅导
工作，经过初审、复审、实地认证及规范整
改，帮助企业组织开展内部规范、建立健全管
理制度，确保企业最终顺利通过高级认证。
AEO制度是海关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
管理良好企业实施的认证认可，对通过认证的
企业给予优惠通关便利的制度，也是当前企业
从事国际贸易的一张通行证。

北仑举办首届“智造+文创”创投高峰论坛

张泉灵欲在宁波创建新消费孵化器
上周六，由北仑区人民政府和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主办、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数字科技园承办的“2017中国·北

仑首届‘智造+文创’创投高峰论坛”上，央视原著名主持人、紫牛基金联合合伙人张泉灵等商界、传媒界大咖齐聚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从各自专业角度分享经验与心得，纵论产业机遇，畅谈让更多的“宁波智造”漂洋过海，赢得世
界的芳心。

商报讯 （记者 劳育聪 通讯
员 陈浩）据宁波海关统计，1~11
月我市进出口总额6889.7亿元，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2.9%。其中，进
口2360.9 亿元，增长 39.9%；出口
4528.8亿元，增长15.5%。累计实现
贸易顺差2167.9亿元。

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全
市进出口主力，1~11月进出口额分
别为4354.2亿元和1969.5亿元，分
别增长24.7%和14.4%，两者合计占
同期全市进出口总额的91.8%。

对前十大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额增
幅呈两位数增长。1~11月，我市对
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额增幅喜人，前
三大贸易伙伴中，对欧盟进出口额
1417.1亿元，增长16.5%；对美国进
出口额1253.8亿元，增长21.9%；对
东盟进出口额 578.1 亿元，增长
20.6%。

机电类产品出口稳定增长，多
种大宗商品进口量明显增加。出口
方面，作为 1~11 月宁波市出口额
排名第一的机电产品，合计出口

2509.9 亿元，增长 18.1%，占同期
我市出口总额的55.4%；在出口的
机电产品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居首
位，出口 851.4 亿元，增长 18%；
机械设备紧随其后，出口 720 亿
元，增长22.2%。进口方面，1~11
月我市进口铁矿砂3096.3万吨，下
降 8.3%；进口煤及褐煤 932.2 万
吨 ， 增 长 42.9% ； 进 口 成 品 油
289.9 万吨，增加 34.7%；进口初
级形状的塑料 318.9 万吨，增长
20.2%。

张泉灵欲在宁波创建新消费孵化器

宁 波 拿 下 首 个 “ 中 国 制 造
2025”示范试点城市，不仅仅是因
为制造业发达，还因为在细分品类中
拥有大量的“隐形冠军”。统计显
示，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制造业累
计实有企业9.7万户，数量位居全省
第一，其中有140多个行业单项冠
军，130多家是隐形冠军。

“跨界而专业”的央视前著名主持
人，并于两年前华丽转身为著名投资
人的张泉灵却另辟蹊径，从一个水杯入
手，提了三个问题：你生产了全世界的

水杯=你会做水杯吗？你卖了一辈子杯
子=你认识你的用户吗？如果你了解你
的用户，你还生产那只杯子吗？

醉翁之意显然不在那只“杯
子”，她话锋一转，道出了一条著名
的投资圣经——“投那些不变的东
西”。“因为不变的会产生新的价值，
不变的会变成新的趋势，而目前的短
板正意味着机会。”

在她看来，随着消费进一步升
级，未来的智造时代，将包括新趋
势、新技术、新消费、新渠道及新品

牌五大要素，但老一代的企业家很可
能面临“使用老地图，却找不到新大
陆”的窘境，在自己和梦想之间到底
还缺多少个哥伦布，这是企业家应该
扪心自问的问题。

“这时候，你需要一个翻译，在
供应链、产品、渠道、品牌中实现有
效连接，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张
泉灵说，投资人或许就是这个翻译。

“下一步，我准备在宁波做第一
个新消费孵化器，助力宁波智造。”
张泉灵说。

宁波与台湾可以合办“智造+文创”竞赛

1~11月我市进出口总额同比增22.9%

天气冷了，羊绒衫受青睐，相对于
价格高昂的成品，市民更热衷于定制
加工。不过，定制加工也非皆大欢喜
之事，这不，姜山的胡女士就不小心入
了对方偷工减料的套。

今年8月下旬，胡女士购买了
几斤羊绒毛线，然后送到镇上一家
羊绒衫加工店打算加工成3件羊绒
衫。考虑到羊绒毛线是在其他商店
购买的，她多留了个心眼，特意在
定做前要求加工店将线进行称重，
并在加工单据上注明原材料的重

量。
然而即使这样，胡女士在取货时

发现，定制的羊绒衫还是“缩水”了。
加工好的3件羊绒衫和剩余的羊绒线
一起称重后，总量比之前称的重量少
了250克左右。

面对事实，加工店老板则一味辩
称是之前称重出错而非自己扣留。无
奈之下，胡女士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求助。

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消
费者在加工前称了重量，而且在加工

单据上作了注明，因此不论是剩余的
羊绒线被商家扣留了，还是当初称错
了，商家都有责任。”后经调解，加工店
免去了胡女士3件羊绒衫的加工费
240元。

鄞州区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定制
羊绒衣物最好选信得过的正规加工
店，而且在定制前一定要与对方详细
约定材质、颜色、款式、衣重等，并在加
工单据上一一写明。另外，对于“三
包”义务也应问清并注明。

通讯员 宣文

来料定制羊绒衫 加工前一定要称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