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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沿

园区秀

通讯员 石 磊 李巧柔
记者 包凌雁

上周末，天气晴好，前往梅
山保税港区进口汽车展示交易体
验中心看车试车的市民络绎不
绝。“现在平行进口汽车名气很
大，身边不少朋友在推荐，我
正打算买车就过来看看。”携全
家一起来看车的张女士告诉笔
者：“这里跟 4S 店有点像，车
子种类也很齐全，不用一家一
家地跑，确实很方便。而且好
几款就能提到现车，比在 4S 店
买更快呀！”

就在之前，宁波海关隶属梅
山海关科员小王打开一票待审核
的整车报关单电子数据，得益于
海关通关无纸化改革和税费电子
支付系统，这票从比利时进口的
路虎览胜 1分钟左右就顺利放行
了。算上这批 20 辆越野车，宁
波口岸的累计进口整车数量便达
到 10014辆，正式突破了万辆大
关。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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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口
车型大概有 20 种，而且根据今年
市场情况，在进口车型上可能还会
有更多变化，我们希望可以满足不
同层次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在
梅山口岸经营进口整车业务的中信
港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对
笔者表示。

自2012年获批整车进口口岸以
来，凭借良好的通关环境和有力的政
策支持，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正吸引越
来越多的汽车进口商入驻。截至目
前，已有95家整车进口企业集聚，其
中5家企业获得平行进口汽车试点
企业资格，进口整车销售辐射范围
已覆盖全国绝大部分省市。

梅山保税港区区位条件优越，
往来航线丰富，拥有欧美亚以及澳
洲等 67 条航线，有一座滚装船码
头，码头泊位前沿水深16.5米，可
满足1艘5万GT汽车滚装船和1艘
1 万 GT 汽车滚装船同时靠泊，年
吞吐量可达20万辆成品汽车。

“方便、快捷，是我在梅山口
岸办理通关手续时最大的感触。”
宁波九信进出口有限公司负责人何
俊华非常欣慰，“在梅山整车口
岸，一辆进口车从申报、查验到结

关，正常情况下 3 至 4 个工作日就
可以完成。”

据梅山海关通关科副科长王迎
春介绍，宁波海关在保障整车进口
监管严密性的前提下，全面落实了
涵盖审单、审价、查验、支付等整
车进口通关环节的改革措施，在政
策范围内最大限度提高整车通关效
率，缩短企业通关时间，缓减企业
的资金压力，“比如说，我们开放

申报前审价窗口，企业可提前进行
审价沟通，使审价环节与申报环节
同时进行，节省了企业的办事时
间；同时，我们更新升级汽车证明
书签发系统，引导企业使用电子支
付开展担保业务，降低企业的缴税
资金占用。”

与此同时，宁波海关通过“关
企 QQ 群”、“阿拉甬关”微信平
台、门户网站等及时发布相关业务

办理流程，进一步落实“最多跑一
次”要求；召开关企座谈会，与企
业面对面沟通，第一时间解决企业
关于进口整车业务各项疑点难点，
确保业务“零卡壳”、企业“零等
待”，保障企业切实享受政策红
利。“我们希望通过提升自身服务
水平，推动梅山保税港区形成整车
进口比较优势，提升口岸整车进口
竞争力。”王迎春说。

梅山：平行进口汽车扎堆入驻

通讯员 蔡晓馨 陈银科
记 者 包凌雁

今年一季度，北仑新区(北仑
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梅山保
税港区)共新批 16 家外商投资企
业，总投资2.75亿美元，合同利用
外资 1.03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2.24亿美元。

其中，三区外商投资企业新批
投资总额千万美元以上项目 1 家。
注册资本(含增资)千万美元以上项
目 1家；合同外资千万美元以上项
目(含增资)1家。

“由于全球经济形势仍不明
朗，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蛋糕变
小，受成本红利逐渐消失等因素影
响，今年北仑区外资增幅有所回
落，可以说进入了增速换挡期。”
北仑区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北
仑将依托港口、开放和产业三大优
势，坚持招商和服务两手抓，推动
招商引资工作稳步发展。

从整体数据来看，一季度外商
投资仍颇具亮点。从外资投入行业
看，第二产业依然是外商投资的高
地，资金主要投向汽车及零部件、
机电设备、机器人与自动化装备、
通信设备及配件等高新技术产业。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项目尤其引
人关注。“今年初，我们总投资
6000 万美元的技术研发项目落地
北仑，该项目将着眼于研发和生产
汽车零部件及相关设备。”外资上
市企业敏实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除了敏实集团，宁波旭升汽车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于今年增资
2796.61万美元。

另外，北仑区临港产业集聚，
传统优势产业项目发展势头依然良
好。台塑台化相关企业、林德气体
(宁波)有限公司、宁波科元塑胶有
限公司等企业相关外资项目资金到
位及时，使制造业大企业或大项目
成为北仑区一季度实际利用外资的
主力军。第二产业风生水起，第三
产业也呈现较好势头。今年 3 月
份，小型民用无人机零售与批发企
业——宁波派丽肯无人机有限公司
和体育活动和文化艺术交流组织策
划企业——宁波市领航者体育文化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先后落户梅山。
数据表明，科技研究和技术服务、
租赁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逐渐
成为北仑招徕外资的重点领域。

北仑一季度实际利用
外资2.24亿美元
高新技术产业成外
商投资高地

甫出校园扎进创园

镇海大创园九成创业者“长大成才”

九成大学生创业成功

“记得 2010年刚刚入驻镇海
大学生创业园，因为想节省些成
本就租用了办公楼中间的位置，
不通风不说，就连空调也没法
装，如今想起来，创业园的变化
真是天壤之别。”说起刚创业时
的经历，宁波易居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招莹有说不完的故
事。

从一个走入社会不久的学
生，到自主创业成为两家业绩不
错的公司的总经理，王招莹和她
的公司一起成长着，见证和享受
了大创园“扶上马、送一程”的

帮助。
王招莹所说的大创园，即镇海

区大学生创业园。从 2010 年成立
到去年已拓展到了第三期，其中孵
化园面积达到 1.2 万平方米，已成
功孵化在园和出园企业 170 余家，
创业者都是 35 岁以内且持股 30%
以上，园区企业年度产值近 2 亿
元。

“对于创业者，尤其是大学生
创业者而言，最缺的是资金，而孵
化园给的是实实在在的支持。”宁
波甬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晓波深有体会。2014 年徐晓波
从宁波大学毕业后就入驻镇海大创
园，从事信息技术等相关行业创
业，“大创园给予场地租用费、税
收等方面的减免政策，而且还有一
系列为初创企业设立的服务，给了
我们切实的帮助。”

在镇海大学生创业服务中心，

配备专职人员，为大学生创业提供
“妈妈式”服务，陪伴企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如在项目启动时，
开辟“绿色通道”，提供一条龙服
务；在项目发展时，与多家金融机
构合作制订专属融资方案，上门受
理小额担保贷款业务，方便创业者
在家门口“一站”搞定；在项目做
强时，引导天使投资跟进支持。

同时，引入第三方管理机构
——人才金港管理公司，对入园企
业建立统一工作台账，对企业运营
情况实施定期评审、年度考核，并
根据考核情况给予奖励或清退。截
至目前，入园企业均已建立企业档
案并实施统一管理。

此外，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整合部门、企业、协会、律
师等多方资源，在园区内建立“公
共人力资源部”，通过“大平台+
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为初创企业
提供招聘渠道、劳动管理、员工培
训、法律援助等多方面的支持，确
保企业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实现人
力资源共享，破解人力资源规范化
管理瓶颈。截至 2016 年底，已累
计为园区内 100余家企业提供服务
近300次。

阶梯式培育促成才

如今，王招莹的易居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已成为一专业从事厨房垃
圾 处 理 器 生 产 的 厂 家 ， 并 取 得
CE、CQC 等多项权威认证，客户
遍布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
地，作为一家曾经被孵化的企业，
犹如出窠的小鸟可以独立飞翔了。

“确实，当初的条件已不适应
公 司 的 规 模 和 转 型 升 级 发 展 需
要，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很快
将入驻大创园的 C 区了。”王招莹
所说的大创园C区，又被称为“加
速器”。

“大学生创业型企业孵化成功
后，我们希望他们做大做强，为
此，加速器的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中。”镇海区大学生创业服务
中心主任赵欣介绍。据了解，镇海
大创园已发展成 A区苗圃园、B区
孵化园及目前正在规划的C区加速
器园。截至目前，园区累计入驻大
学生创业企业 320余家，企业成活
率约 90%，成功孵化企业 170 余
家，带动就业1800余人。

据了解，镇海大创园加速器由
镇海人社局与新城管委会携手设
立，位于镇海新城核心位置，总面
积 6000 平方米左右，目前已经竣
工并通过验收，内部统一装修也已
完成。加速器以大创园三年孵化期
满的优秀企业为主，不久后，“王
招莹”们就可以顺利入驻。

校企培育有温度

在不久前的宁波市大学生“创
业新秀”赛事上，镇海区“校地共
建大创园”合作方宁波大学选送的
两位创业者——宁波麻薯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郑浩杰和浙江驾通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金远亮获奖。“校地共
建是我区大学生创业帮扶的一大特
色。”赵欣说，镇海区地处宁波高
教园区北区，宁波大学、宁波工程
学院等高校云集，地方政府与高校
联合，不仅有助于发掘创业者，还
能帮助他们在创业途中少走弯路。
自 2011 年起，镇海区人社局与宁
大建立校地合作关系，去年下半
年，这种合作往更深层次发展——
双方将以镇海大创园为载体，拓展
共建活动范畴，在园区平台共建、
人才项目引进、项目升级共育、导
师资源共享、孵化加速功能升级等
方面进行探索实践，全力打通高校
与地方扶持创业的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通过校地合作已引进
大学生优秀项目 50余个，共同培育
了宁波市十佳创业新秀 5 名，获得
全国各类创业大赛金奖 4 个，省级
各类创业大赛金、银、铜奖共 5
个。

导师制度，也是镇海大创园的
一大特色。除了聘请专业导师辅导
企业创业外，一批园区培育的成功
的企业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新
来的创业者“现身说法”。徐锡
俊，宁波市佳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从镇海大创园起步，成为
餐饮加盟连锁品牌提供商，如今已
拥有“吉祥馄饨”“传世骨头饭”
等多个品牌 1500家门店。“曾经给
烹饪专业学生做导师，发现同学们
比较注重自己的技艺，实际上，作
为创业者，合作模式、团队特点等
更为重要。”徐锡俊说，如今他还
带着几个有创业意向的学生，为他
们做一些创业前期的辅导。

“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园区，让
大家感觉是一家人。”采访中，无
论是徐晓波还是王招莹、徐锡俊，
无论是已经“孵化出窠”的还是留
下来创业的，每个人都有了志同道
合的朋友，园区也为创业者们营造
了越来越好的环境。

据了解，大创园通过成立团总
支、党支部和涌创商会，定期开展
创业沙龙、户外拓展、环保公益、
爱心接力等活动，其中商会搭建了
一个综合、实效、多元的创业就业
服务平台，发挥资源共享、抱团发
展、示范带动、反哺社会等作用，
全力打造我市有特色的青年创客商
会文化。

本报记者 张 燕
通讯员 徐 璟

上周，宁波航运交易所发布的
海上丝路指数之宁波出口集装箱运
价指数(NCFI)报收于 715.1 点，较
上一周上涨 2.2%。21 条航线指数
中有 11 条航线上涨，10 条航线下
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主
要港口中，11个港口运价上涨，9
个港口运价下跌。

（郑勇 李聪）

市场呈现分化走势
综合指数小幅收阳

海上丝路指数

宁波海关查验关员正在对进口野马轿车外观颜色等进行验核。 （索向鲁 摄）

徐晓波的创业产品智能钢琴与海伦钢琴达成协作。 （张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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