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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中基惠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中基人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中基资源有限公司
宁波中基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雅戈尔国际贸易运输有限公司
台塑关系企业
台化兴业(宁波)有限公司
台塑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金田铜管有限公司
舜宇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舜宇光电信息有限公司
宁波舜宇车载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能源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
宁波大千进出口有限公司
群创关系企业
宁波群志光电有限公司
宁波群辉光电有限公司
宁波海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大洲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世贸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新景进出口有限公司
远大石化有限公司
远大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奥克斯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宁波君安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宁兴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宁兴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宁兴国贸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宁兴优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维科联合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维科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智宸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高新货柜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宁波技嘉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四海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
中信金属宁波能源有限公司
晶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晶海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晶海石化有限公司
狮丹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东方宏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狮丹努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宁波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前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前程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科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凯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宁电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宁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宁电南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富兴燃料有限公司
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万元
进出口额
地区
2232230
745191
152470
鄞州
71747
70163
213572
2071846
1153735 北仑
843798
1690046
江北
270217
1500821
1095333
余姚
125083
230916
1124810
大榭
1039174
1031279
北仑
75693
963852
735509 保税区
228341
830732
72011 鄞州
482368
806442
369913
大榭
88189
171359
740164
鄞州
661928
601765 镇海
578693
鄞州
499858
532451 北仑
472593
118306
海曙
60372
252627
468425 宁海
461938
448574
149198 海曙
91593
114325
432328 北仑
417532 保税区
393619 梅山
384647 鄞州
380814 大榭
377338
253025 北仑
114452
375344
83213 海曙
264583
374029 鄞州
369294 北仑
363641
224609 高新区
76515
359123 北仑
330337
64180 鄞州
105582
328947 大榭
323714 北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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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外贸实力稳居全国第八
在宁波进出口公布的同时，各大兄弟城市相关数据的报道也陆
续地和大家见面。根据去年 7 月中国海关发布的“中国外贸百强
市”榜单，宁波位列全国第八。东南商报记者整理了去年“外贸百
强市”中前 15 位城市最新公布的 2018 进出口总额，发现——
宁波去年的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各个大中城市中，排名仍稳列第
八位，仅次于“北上广深”以及苏州、天津、东莞，占到了全省的
三分之一左右，接近于全国的 3%。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进出口去年的增幅，不仅领先于全省乃至
全国的平均水平，还在全国主要大中城市中名列前茅。
这得益于很多因素，比如宁波的进出口结构。去年 1-12 月，
全市一般贸易出口已占了全市出口总额的 87.5%，比重较上一年同
期提高 1.2 个百分点。而这一数据，在外贸大省江苏、广州，则分别
为 48.7%和 47%。结合近年全国范围内一般贸易占比逐年提升、加
工贸易占比渐为下降的背景看，宁波的现状正好顺应了大趋势。
比如宁波的营商环境。2018 年 12 月，宁波海关进口整体通关
时间为 46.7 小时，同比累计大幅压缩 71.91%。随着关检融合深入推
进，宁波海关大幅精简办事单证材料，由 132 种缩减至 40 种，并实
现联网核查。此外，“汇总征税和关税保证保险”“单证无纸化”等
相关举措，的确让贸易有了实打实的“便利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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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开新路未来可期
现有的光芒令人自豪，但跟榜上其他地区对照一
下，也可以照出一些宁波未来的方向。
比如，跨境电商。在全国，深圳，无疑是这块领
域的“老大哥”，起步早、规模大，还有环球易购等
龙头企业、平台企业的加持；杭州，依托于阿里、网
易等互联网生态的优势，具备了完善的产业链。
至于宁波，虽然跨境进口货值已是全国第一，但
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的跨境出口，尚未爆发出全部潜
力。
据宁波市商务局统计，2018 年，全市累计实现
跨 境 电 商 进 出 口 额 1093.6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6.97% ， 而 跨 境 电 商 综 试 区 ， 也 在 为 海 曙 服 饰 家
纺、鄞州五金工具、慈溪余姚家电、宁海家具等产业
集群的“出海”增砖添瓦。
与此同时，中基惠通、世贸通等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今年都表示要继续加大对“跨境电商”领域的投
入，协助广大中小企业抱团出海，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明年这方面的表现。
比如，服务贸易。作为“包邮区”兄弟城市的苏
州，正在推进“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
在国际维护与维修、知识产权、服务外包、文化旅游
方面走出对外开放之路。全国首个全球维修再制造检
验监管信息化系统，正是来自苏州。
那么，对于宁波而言，我们进出口的品类，同样
可以不限于专长的“硬通货”，更可以是亟需大力发
展的服务、动漫、软件等“软实力”
。
比如，扩大进口。往年来看，宁波的进口与出口
比重并不平衡，出口占了七成，进口只占三成，依托
区位优势，宁波的进口同样有增长的机遇和必要。
去年，全市进口 3025.6 亿元，增长 15.7%，宁波
的进出口比例开始有了“四六开”的味道。宁波市商
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19 年，我市将积极应对外
部形势，在全力稳住外贸规模的同时，继续推动外贸
提质增效，其中，“着力做大进口规模”正是持续推
进外贸转型升级的举措之一，具体包括：
“充分发挥进博会、中东欧博览会等重点展会，
以及梅山、保税区和临空经济示范区等重点进口区域
的作用，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优质消费
品进口。同时，完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功能，培
育进口跨境电商产业集群、产业园区和龙头企业，提
升跨境电商进口能级。
”
新春的钟声即将响起，等待宁波外贸人的，将是
一段崭新的征程。我们纵有万般喜悦，千般苦辣，百
般祝福，最终还是汇成一句话：“加油、加油，再加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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