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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金属掩膜板企业
入驻宁波

11月5日，寰采星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正式入驻宁波海曙高桥镇，并
投入运营。作为高精度金属掩膜板（FMM）的龙头企业，宁波寰采星意
欲打破国外技术和市场垄断，为中国OLED(有机发光半导体)产业“争脸
面”。FMM是OLED显示核心技术之一，FMM材料成本占OLED总成本
的8%-10%。

“目前FMM主要生产厂商为日本某制造商，它占领了全球90%的市
场份额，处于市场垄断地位。但因其产能有限，且优先供应韩国，所以无
法保证中国市场需求。”寰采星科技(宁波)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宗义介绍。

“一期预计明年2月设备安装调试，6月试生产完成。样品通过客户端
验证后，进行量产爬坡，9月以后开始创造营收。”许宗义说，目前公司处
于一期阶段，未来二期、三期将扩产FMM产线十条，总投资额12亿元，
满产年产值35亿，年税收4亿，占中国市场份额40%。 记者 王婧

华夏银行宁波分行
服务民营企业融资见成效

今年以来，华夏银行宁波分行始终致力于加大资源倾斜力度，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支持当地实地经济发展。

据悉，该行不仅单列信贷规模，对符合条件的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贷款需
求，从信贷资源上予以100%的保障，还通过实施国家主管部门规定的3项免
费服务项目和22项我行优惠服务项目，规范服务收费等措施，切实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

据了解，该行在已服务科技型初创企业100多户、累计发放无担保无
抵押科技金融信用贷款6.5亿元的基础上，继续加大了科技金融投入，积
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响应“绿色节能”号召，在运用“渔船贷”产
品累计放款金额3亿余元、服务300余户渔民的基础上，继续做好支农金
融服务；在前期已投入1.5亿元用于建设乡村企业和居民光伏电站项目的
基 础 上 ， 继 续 运 用 光 伏 贷 产 品 助 力 “ 美 丽 中 国 ” 建 设 。

记者 崔凌琳 通讯员 胡倩

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
评估专家研讨会召开

近日，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三周年评估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详细介绍了评估工作背景目的、总
体评价和具体情况，国家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清华大
学等单位6位金融保险领域专家，充分肯定了试验区建设取得的成绩，并
指出了试验区建设的困难短板和工作方向。

2016年6月，宁波获国务院批复，成为全国首个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
验区。三年来，在中国银保监会和浙江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宁波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取得了不少
成绩。

下一步，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将结合研讨会精神，充分吸
收、认真借鉴，把专家们的策论良方转化为宁波保险业创新发展的实践举
措，为全国保险业改革创新与规范发展提供更多的经验模式。

记者 徐文燕

首届宁波市百家企业
消防技能大赛举行

11月6日，首届宁波市百家企业消防技能大赛
在宁波消防培训中心举行。该活动由宁波市企业家
协会、宁波市消防协会、宁波市物业协会联合主
办，借“11·9”消防日来临之际，旨在提高市内
各企业的消防安全知识水平，推动企业内部重视消
防工作管理。

本次比赛内容分为建（构）筑物消防员理论、
建（构）筑物消防员实操、油桶灭火、两盘水带连
接出水打靶四个板块。在各企业员工挥洒汗水之
余，活动主办方还开展了百家企业负责人消防安全
培训讲座，从理论与实例解读上为各企业负责人夯
实消防基础。

据了解，本次消防技能大赛共有57家企业参
与。其中，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
司、国电浙江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浙江永成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揽获团体总分前三甲。 记者 史旻

李如成当选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副理事长

日前，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第二届一次会员代
表大会暨第二届理事会一次会议在北京国谊宾馆召
开，近200家会员单位代表到场。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经投票表
决，原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刘平均全票当选中国品
牌建设促进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原院长马林聪，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王耀，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如成，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首席
平台治理官郑俊芳，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秘书长郑
志受当选副理事长。

同时，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雅戈尔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被推举为副理事
长单位。 记者 王心怡

我市科技特派员制度
推行20年成果丰硕

近日，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总结会议日
前在北京召开，会上对92名科技特派员和43家组
织实施单位进行了通报表扬。其中，我市科技特派
员王建平和组织实施单位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受
表扬，极大提振了我市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信心
和决心，激励全市科技特派员和组织实施单位在服
务“三农”工作上再创新佳绩、再上新台阶。

据统计，我市累计选派科技特派员3790人次
深入农业农村一线，基本实现全大市各区县
（市）科技特派员“全覆盖”。广大科技特派员利
用自己的专业特长，实施科技开发项目1644项，
创办协办农业企业185家，建成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 2 个、国家级星创天地 13 家、科技示范基地
208个，引进推广农业农村适用新技术 2987 项、
农业新品种2683个，农作物良种和畜禽良种覆盖
率分别达98%和96%以上，直接带动逾万户农民
增收，间接辐射农户2.3万户。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王虎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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