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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俞永均

4 月 21 日下午 4 时，位于宁波
国际会展中心的“铁大大网”大屏幕
数据显示：当天新增订单30票，前4
个月累计订单2846票，成交3518万
元。一个小时后，当记者离开时，这
家跨境贸易物流服务平台的新增订
单已经增加到38票。

“铁大大网”是我市跨境电商新
业态异军突起的一个缩影。来自市
口岸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一季度，
宁波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口总额
为12.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6.71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0.6% 。其 中 ，出 口
10.62亿美元，同比增长39%。

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国
际贸易商业新模式，跨境电商正在
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近年来，宁波
依托港口、开放和产业等优势，积极
用“互联网+”打开外贸发展新通
道。一方面，引进了网易考拉、京东

全球购、阿里巴巴一达通、Ebay 等
全球交易平台；另一方面，以申洲、
乐歌为代表的本土制造企业和外贸
公司纷纷试水跨境电商，成为助推
传统外贸转型升级的催化剂。去年，
宁 波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交 易 总 额 达
40.32亿美元，是2015年的3.4倍。

跨境电商不仅拉动了我市外贸
进出口增长，而且带动了快递、物流
等相关业务发展。一季度，宁波保税
区海关审核通过进口申报单 565.6
万票，全国190.8万人次通过宁波保
税区跨境电商平台购物。同期，全市
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1.21 亿
件，同比增幅达48.4%。

“宁波要跳出跨境电商看跨境
电商、抓跨境电商，更好顺应世界经
济发展潮流，更好服务国家‘一带一
路’建设，更好助推实体经济创新转
型发展，更好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
水平。”在3月17日召开的全市建设
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推进

会上，市主要领导这样表示。
立足宁波制造优势，跨境电商

新动能快速释放。中国（宁波）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挂牌以来，已
设立了海曙、北仑等 12 个线下园
区，推动跨境电商产业集群发展。北
仑（美博）跨境 B2C 出口园区对接
了 4000多家中小供货商，由园区统
一出面对接亚马逊、阿里巴巴等资
源，通过跨境电商开拓国际市场。自
去年 10月底启动以来，我市跨境电
子商务零售出口业务出现井喷，宁
波国际邮件互换局出境邮件单日最
高通关量突破 4 万件，出口商品主
要为针织服装等日用品。

在看到跨境电商良好发展势头
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发展中
面临的问题。当前，宁波跨境电商总
体上还处于成长期，存在贸易规模
不够大、产品结构不平衡、龙头企业
缺乏、供应链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等
问题。一季度，全市跨境电商进口额

为 13.6 亿 人 民 币 ，同 比 仅 增 长
1.1%。据分析，这与去年 4月海关总
署出台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新政有
关，一部分跨境电商进口业务转为
一般贸易方式进口了。

新动能既需要合力培育，也需
要对症下药破解发展瓶颈。海外仓
是宁波企业发展跨境电商、开展海
外布局的关键一环。近日，宁波宁兴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通用技术
集团意大利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将携手建设一批管理先进的海
外仓，帮助国内跨境进出口企业在
仓储物流上节省成本，带动更多的

“宁波制造”及品牌出口欧洲。
“4月份，我们平台的跨境电商出

口订单有望突破1万单，环比实现翻
番。”宁兴云外贸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郑海波认为，宁波正在大力推广的
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退税政策，有
望助推跨境电商迎来爆发性增长，成
为全市外贸稳增促调的“新蓝海”。

跨境电商：用“互联网+”打开新通道
——从一季报看宁波经济新动能①

本报讯（记者易鹤）4 月 20
日，全市审计工作会议召开。市委
副书记、市长裘东耀强调，要准确
把握我市审计工作面临的新背
景、新形势，紧紧围绕打好转型升
级组合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践行新理念，构建新机制，推
进全覆盖，更好履行监督保障职
责，努力促发展、促改革、促安全、
促绩效，助推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裘东耀在充分肯定去年全市
审计机关所取得的成绩后指出，
今年是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四次
党代会的召开之年，是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也是市、区

（县）市新一届党委、政府工作的
开局之年，全市各级审计机关要
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高度审视审计工作，放
在宁波改革发展的大局中重视
审计工作，提高政治站位、提振
精神状态，按照“勇立潮头、勇争
一流”的要求，践行新使命、落实
新要求，全力保障“名城名都”建
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裘东耀强调，要坚持稳中求
进，精准把握审计监督重点，强化
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确保“党委、
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推进到哪
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强
化财政资金审计，在全覆盖和提

高绩效上下功夫，推动财政资金合
理配置、高效使用；强化经济责任审
计，着力做好拓展、深化、规范、整改

“四篇文章”，更好发挥经济责任审
计对加强干部管理和反腐倡廉的重
要作用；强化国企国资审计，落实国
家新要求，推动国有企业“瘦身强
体”、转型升级，重点关注银行信贷

“脱实向虚”等问题，推动完善风险
防控机制；强化政府投资审计，坚持

“严”字当头、坚持“效”字为求，努力
实现公共建设资金使用效益和投资
效果的最大化；强化民生项目审计，
确保惠民政策落地生根，切实让老
百姓更多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

裘东耀要求坚持协调配合，不
断提升审计监督格局。各级党委、政
府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切实关
心、理解、支持审计，各部门要自觉
接受审计监督，积极支持配合，内部
审计要加强，审计整改要到位，审计
配合要主动，变“要我改”为“我要
改”。坚持尽责担当，积极打造审计
监督铁军，审计事业的发展，关键在

“人”，要按照市委从严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的要求，自我加压，努力做到
从业有信、参谋有道、服务有方、创
新有为，切实提高审计实效。

市领导宋越舜、陈章永、胡谟敦
等出席会议。

裘东耀在全市审计工作会议上强调

更好履行监督保障职责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运行

本报讯（记者张昊）第五届宁
波市道德模范评选今天进入初选
名单公示和投票环节。40 名初选
人员的事迹和选票刊登在今天本
报第 7-8 版，请您为心目中的道
德模范投上宝贵一票。

今年3月，为集中展示我市公
民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挖掘宣传
先进典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
市妇联等单位联合开展了第五届
宁波市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随着活动展开，我市广大干
部群众倾情“投入”。活动组委会
通过新闻媒体、微博、微信、手机
客户端等多途径向社会公布道德
模范推荐评选的程序、标准、要求
及报送途径等信息，各地各部门
结合身边好人、文明之星、慈孝之
星、岗位能手、学雷锋标兵、最美
家庭及行业道德模范等评选活
动，寻找、发现、推举身边的凡人

善举、小行大义。为保证推荐的人选
立得起、树得牢，组委会将推荐人选
事迹在其本人工作单位、生活的社
区（村）张榜公示，并征求当地群众
和相关部门意见。

通过有力的宣传发动，广大市
民积极推荐自己心目中的“平民英
雄”。推荐评选真正成为“群众评、评
群众”的过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
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

“爱心宁波·尚德甬城”社会风尚，推
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

经基层推荐，征求当地有关部
门意见，各区县（市）、市直机关工委
和宁波军分区认真审核挑选，活动
组委会综合近两年市级道德模范提
名奖、最美宁波人、宁波市杰出人才
奖评选表彰情况，形成了 92人参选
名单。经过活动组委会审核、讨论、
投票，筛选出 40 人初选名单，并向
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和群众投
票、评议后确定 20 名人选，作为第
五届宁波市道德模范正式候选人。

第五届宁波市道德模范
初选名单今起公示投票

本报讯（记者殷聪 通讯员
黄迪） 近日，宁波某国际贸易公
司负责人孙先生来到市市场监管
局 15 楼的宁波商标受理窗口，
一口气注册了四件商标。看到工
作人员不到半小时就办完了所有
手续，孙先生连称实在太方便
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标处的
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宁波商
标受理窗口已受理商标注册申请
417 件，该受理窗口已成为我市
品牌发展的新平台。

原先企业办理商标注册申请
只能委托商标代理机构或直接到
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办理。去年

11 月，宁波获批成为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商标局 15 个地方商标
受理窗口之一并正式受理业务，商
标申请人可在家门口办理商标注册
业务。

“受理窗口开设后，免费、贴
心的服务吸引了众多商标申请人及
企业的关注，电话询问、上门询问
的商标申请人及企业代表络绎不
绝。”市市场监管局商标处处长朱
战明表示，除了宁波本地的商标申
请人及企业外，受理窗口还吸引了
杭州、义乌、舟山、上海等周边地
区的商标申请人及企业。

（相关报道见第5版）

宁波获批地方商标受理窗口

5个月受理
商标注册申请417件

本报讯（记者林海 镇海记者
站赵会营 石全） 昨天上午 8 时，
中梁首府·2017 九龙湖 （宁波）
国际半程马拉松赛在镇海区市民广
场开跑。阿富汗、埃塞俄比亚、肯
尼亚、中国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0 名运动员、长跑爱好者分别
参加了男女半程、短程和迷你马拉
松的比赛。世界冠军孙英杰作为今
年“九马”的形象代言人为比赛领
跑。央视著名体育播音员、解说员
韩乔生在现场担当嘉宾主持。

比赛当天恰逢世界读书日，而
镇海素有“书香镇海”的美誉，因
此本届马拉松赛把公益、教育与读
书结合，为参加半程和短程马拉松
的跑友准备了一本精美的图书，并
在赛前邀请《愿你出走半生，归来
仍是少年》的作者孙衍现场签名送
书，倡导全民阅读、全民健身。

最终，中国运动员李子成获
得男子组半程冠军，并打破赛会
纪录；女子组半程冠军由来自埃塞
俄比亚的选手获得；男女短程冠军
分别由中国选手赵盼飞、毛凌珺获
得。

比赛由中国田径协会、镇海区
政府、宁波市体育局共同主办。

万人跑“马”九龙湖

图为“九马”比赛现场。 （胡建华 摄）

本报讯 （记者张璐 仇龙杰）
28 年前，一场反劫机战斗使宁波
的俞永尧和厦门的林国平两人命运
紧紧相连，一年后他们因故音信断
绝。令人欣慰的是，在宁波和厦门两
地党报共同牵线下，4月21日，阔别
28年的两位“老战友”终于重逢了。

上月初，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
通林萍微心愿工作室与江北区社会
工作协会志愿者在社区走访活动中
获悉，83 岁的俞永尧老先生心中
有一分难舍的记挂：希望找到失联
27 年的“战友”——厦门人林国
平先生。

1989 年 4 月 24 日下午 4 时 50

分，东方航空公司执行宁波－厦门
5568 次航班的 3482 号运七飞机从
宁波庄桥机场起飞，不料飞行途中

竟发生了劫机事件。俞永尧和林
国 平 等 人 挺 身 而 出 与 劫 机 者 搏
斗，最终将劫机者制伏。俞永尧

和林国平被劫机者捆在身上的雷
管炸伤，在医院同一个病房里度
过了 4 个多月。俞永尧回到宁波
一年后，因联系方式丢失，两人
失去联络。

为帮助老人圆梦，宁波日报报
网记者连线厦门日报求助。几经周
折，3 月 8 日下午 5 时，两位英雄
通过手机视频“重逢”。激动之
余，他们约定：“五一”前见上一
面。

4月21日，林国平夫妇从厦门
坐动车来宁波相见，俞永尧老先生
坚持亲自到车站迎接。

下午1时42分，林国平夫妇的
身影终于出现在出站口，俞永尧老
人立即迎了上去。

“老俞，快把你的手给我看
看，好了吗？”“国平，你的腿现在
还会痛吗？”穿越 28年时光，两双
手紧紧握在一起，激动的泪水滑落
脸颊……

宁波厦门两地党报联手为两位老人圆梦

反劫机英雄28年后再相见

久别重逢，两位“战友”紧紧相拥。 （张璐 摄）

本报讯 为了深化新闻改革，
丰富新闻版面内容，推进媒体融合
发展，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全国
15 家副省级城市党报今天联手启
动第26届短新闻竞赛。

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短新闻竞
赛已经进行了 25 届，受众覆盖广
州、深圳、南京、武汉、沈阳、西
安、成都、杭州、哈尔滨、长春、
大连、青岛、厦门、宁波、济南等
城市数以千万计的主流人群，是我
国新闻界举办时间最久、影响最大

的新闻竞赛活动之一。
今年“泉城济南”·第 26届全

国副省级城市党报短新闻竞赛由济
南日报承办、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协办。参赛作品要求导向正确、
主题鲜明、可读性强、文字精练，
字数限定在700字以内。

泉甲天下的济南是著名的“泉

城”，“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韵
致和“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
半城湖”的风姿吸引海内外游客纷
至沓来。近年来，济南市将旅游业
定位为战略性主导产业之一，正向
着国际旅游名城的发展目标全力迈
进 。 济 南 日 报 与 济 南 市 旅 发 委

“政媒联手”共同打造的“济南旅

游啄木鸟”，以“行政监管+社会
监督 （媒体监督） +行业自律+游
客自觉”四位一体的创新模式，
为全域旅游时代的旅游行业社会
治理提供了一份“济南答卷”，受
到国家旅游局的高度肯定，是党
报和政府主管部门合作的成功范
例。

全国副省级城市党报短新闻竞赛启动
我市发布住房限购政策
●限购涉及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

●在限购区域内，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申请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20%调整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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