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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燕
通讯员 王凉 孔芳芳

从奉化象山的田头海边，到机
场保税区的跨境电商，从慈溪余姚
的制造业企业到海曙鄞州的电商园
区，每天，全市 1万多名快递员在
忙着收件、分拣。小小包裹，一头
连着企业的阴晴，一头系着千家万
户消费的热情。

市邮政管理局发布的一季度相
关数据显示，全市快递服务企业业
务量累计收件1.21亿件，同比增长
48.4%；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4.10亿
元，同比增长 28.4%；无论是业务
量还是业务收入，都高于全国的增
幅。

据省商务厅官网数据，一季度
宁波实现网络零售177.14亿元，同
比增长 37.8%，这些，都能“拼
装”成一个个快递包裹。今年以
来，不少企业在“触网”的同时开
拓多平台电商，如慈溪逍林一家拖

鞋生产企业，从以往的“阿里系”
开拓微信、京东等电商新渠道，今
年业务量大幅增长。另外，以宁波
欣欣向荣的日用品生产为基础，不
少以前扎根上海、杭州的电商企业
开始向生产基地搬迁。“公司今年
新接了四家业务伙伴，以前这些电
商公司设在上海和义乌两地，去年
的‘双十一’和‘双十二’，出现
了货源一时供应不上等情况，今年
这四家企业索性搬到了宁波。”慈
溪中通速递总经理施洋介绍，电商
企业在慈溪落户，不仅相对于一线
城市房租便宜，而且快递的短驳费
用降低，货源上也更有保障，有些
电商公司能同时绑定三四家工厂。

“因为地处宁波制造基地之一慈
溪，一季度我们的收件业务量增幅
超过了 60%，其中 2 月份增加近一
倍。”施洋说。

市邮政管理局数据显示，一季
度全市快递派送业务量 1.02 亿件，
同比增长 46.33%，相当于每个宁

波人每月收到包裹5.75个。如果说
“收件”反映的是企业电商化趋
势，那么，“派件”就是市民网购
消费的体现。一季度，全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5303元，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869.6 亿元，其中居
民网络消费152.74亿元，同比增长
26.84%。

2016 年被称为快递行业的资
本元年，民营快递公司密集 （筹
划） 上市，目前，顺丰、申通、圆
通和韵达均以借壳的方式实现上
市，中通则选择赴美纽交所上市。
同年，宁波入选“中国快递示范城
市”创建试点，这使得这些快递公
司纷纷转型提质。“一季度，行业
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继续保
持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并呈
现出新旧动能转换不断加快，发展
活力不断增强，服务质量不断改
善，快递转型升级有效推进等特
点，行业实现平稳良好开局。”市
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赵海忠

表示。
位于海曙古林的宁波顺丰电商

产业园——快件转运中心将于今年
10 月正式投产，这将是宁波最先
进的、全自动分拨中心之一，整
个全自动流水线将贯穿所有操作
区；建成后每小时快件处理量将
是目前处理能力的 4 倍以上。“业
务 上 通 过 创 新 模 式 提 升 企 业 效
能，如重点发展集仓储、冷链运输
与 销 售 于 一 体 的 ‘ 丰 甬 商 城 ’
等。”宁波顺丰速运有关负责人介
绍。

“企业在和电商一起壮大的同
时，也在进行机器换人，如投入新
的智能化流水线，简化人工操作流
程 ， 每 天 可 节 省 分 拣 人 员 三 四
人。”慈溪中通速递总经理施洋介
绍，同时还通过分级管理模式，将
以前 60 多个加盟商整合成 20 个有
一定规模的网点，改变了快递业

“一对夫妻一部电话一辆车”的小
散局面。

快递行业：
生产消费两头连 企业上市觅转型
——从一季报看宁波经济新动能⑦

本报讯 （记者黄程 杭州湾
报道组虞昌胜 通讯员宋超） 日
前，省教育厅公布了浙江省高校

“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立项
名单，杭州湾汽车学院汽车服务
工程专业成功入选，为十个应用
型 试 点 院 校 支 持 专 业 之 一 。 据
悉，杭州湾汽车学院汽车服务工
程专业是浙江省首个汽车服务工
程专业办学点，也是宁波市高校
中的首家。

从全省众多高校专业中脱颖而

出，入选省高校“十三五”特色专
业建设项目，汽车学院上述负责人
并不感到意外，“可以自信地说，
我们的特色专业名副其实。之所以
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注重‘政、
校、企’协同的人才共育，产教融
合办学模式。”据悉，该校于去年
初成立杭州湾汽车学院理事会，依
托新区有利的区位优势和产业资
源，加强政府、高校、企业之间的
全方位合作，促进资源的集成和共
享。

目前，杭州湾新区正在加快推
进千亿级汽车产业基地建设，汽车
产值已占全省20%，是长三角地区
重要的整车生产基地之一。2016
年，汽车及周边产业产值达 700亿
元。预计到 2019 年，汽车产业总
产值可达到 2000 亿元，实现年税
收收入超 100 亿元，新增就业岗
位 8000 个 ， 新 集 聚 中 高 级 人 才
7000 人。此外，作为全国唯一以
汽车研发为核心的特色小镇，杭
州湾新区汽车智创小镇正在全力

申报第三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
单，这将为汽车学院的学子搭建
更加广阔的舞台。

在实际办学过程中，该专业与
杭州湾新区管委会、上汽大众、吉
利汽车、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华
东分中心等开展紧密型校地、校企
合作，并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取得
了明显成效。数据显示，自 2007
年设立以来，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累
计培养 900余名专业人才，毕业生
遍布省内外汽车行业。

杭州湾汽车学院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入选省高校支持专业

省级特色专业助力逐梦千亿汽车产业

本报讯（记者张昊） 一年一度
的宁波市网络文化节今天将再度拉
开序幕，这是我市举办网络文化节
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由市委宣
传部 （市网信办） 主办的网络文化
节通过开展一系列接地气、融网
气、聚人气的互动活动，成为宁波
影响力和参与面最大的网络文化活
动品牌，打造甬城网民共同的精神
家园。

这十年，是互联网发展最为迅
猛的十年。宁波的网民人数、网络
普及率、网站数量以及信息化发展
指数等多项指标已经位居全省乃至

全国前列。十年来，我市始终把互
联网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
重，通过创办网络文化节来培育积
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滋养
人心、滋养社会，为广大甬城网民
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了一个风清气正
的网络空间。

宁波市网络文化节举办十年
来，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影响力大、
传播效果好、网民参与度高的网络
文化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累
计吸引网民 1200 多万人次，举办
了争做“宁波好网民”行动、甬籍

“名家名作名品”网上展现工程等
一批有全国知名度的品牌活动，涌
现了“亮剑”“墩墩智囊”等一批
中国网络正能量榜样人物，有 20
名网友入选“2016 中国青年好网
民500强”。

从第一届网络文化节推出“网
络文明、从我做起”征文活动，到
去年启动的“绿色网络文明进校
园”活动，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
善的网络文化是宁波网络文化节一
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活动宗旨。绿
色网络文明进校园活动，通过授课
讲座、座谈交流、课外活动等形

式，向学生宣讲绿色上网、文明上
网知识，远离网络游戏和网上暴力
低俗信息；甬籍“名家名作名品”
网上展现工程让徐季子、张德和、
王锦文等 15 位甬籍名人在互联网
上大放光彩，网友转发逾 80 万人
次；宁波微爱网络公益联盟汇小爱
成大爱，推动我市网络公益健康有
序发展；“宁波，常有新变化”短
视频大赛、“甬往直前，冲刺十三
五”重点项目建设参访、“寻找老
宁波曾经的年味”新春活动等一批
网友喜闻乐见的活动，大大提升了
宁波城市文化形象的传播力。

打造甬城网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十载网络文化节吸引千万网民参与

▲立夏编织蛋套已成民俗。
昨天，鄞州紫鹃社区的“织女”
们编织了一批金鱼、小鸡和卡通
形状的趣味蛋套并进行展示，给
传统习俗增添了几分新鲜感。

（丁安 忻蓉 摄）

◀昨天上午，鄞州区邱隘镇
文化站组织开展了迎立夏系列民
俗活动，蛋王争霸赛、彩色蛋套
编织、称重等吸引了众多小朋友
参加。图为小朋友在称重。

（胡龙召 张丹 摄）

称重·编织蛋套

旭 初

重庆某实业公司以末位淘汰
制“淘汰”员工后，被员工告上法
庭，最终被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判赔偿3万余元（5月3日新华网）。

法律给员工撑腰，对用人单
位的违法行为说不，对很多用人
单位具有警示意义。

所谓“末位淘汰”，说白了
就是即使没有不能胜任者，也要
找一个“末位”出来淘汰。这些
年，用末位淘汰制端掉员工“饭
碗”，成了一些单位高压管治的
杀手锏，弄得员工人心惶惶，人
人自危。判断员工该不该淘汰，

应有科学客观、公平合理的标准。
劳动合同法规定的“不能胜任”，
是指不具备完成岗位任务的基本工
作能力，不能与“末位”画等号。

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一切经
济活动必须纳入法制轨道，招工用
人也不例外。“谁说了算”绝不是
只看谁给谁打工，不论单位和员工
的力量对比多么悬殊，在合同上双
方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是两个平
等的法律主体。用人单位违法，就
要输官司，不想输官司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严格守法，在制订规章制度
时充分重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从另一角度看，把违法企业告
上法庭的员工，不仅让违法用工单
位付出了代价，维护了自身权益，
而且维护了法律尊严。当违法的用
人单位输官司之后，必然会在管理
上进行自我完善，这样法律就实现
了其应有价值。

“末位淘汰”可休矣

本报讯（记者仇九鼎 通讯
员沈暄） 记者昨天从全市一季度
安全生产形势分析会上了解到，
今年一季度，我市共发生各类生
产安全事故141起，死亡95人，同
比分别下降 13.5%、上升 20.3%。
副市长陈仲朝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面对严峻的安全
生产形势，下一阶段，我市要集
中力量在重点领域开展突出问题

专项整治，进一步加强对酒后驾
驶、无证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的查处，全面排查治理以农村道路
为重点的交通基础设施存在的漏
洞；要深化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
全面推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
牢牢抓住安全生产“牛鼻子”，全
面推进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试
点工作；要深化安全生产基础建
设，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水平。

一季度安全生产
形势分析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
任社） 昨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
局了解到，新修订的《浙江省企
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 已从 5月
1日开始施行。我市将根据 《办
法》，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
用工管理和工资支付行为，有效
解决建筑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
资问题。从 2017 年 5 月 4 日起，
市人力社保局、住建委、城管局
等部门将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
市范围内建筑施工企业工资支付
情况开展专项检查。

据了解，此次专项检查将依
据新修订实施的《浙江省企业工
资支付管理办法》，围绕“工资
专户管理、工资款工程款两条线

拨付”“劳务用工信息和维权信息
两项公示”“三本台账制度 （现场
作业人员花名册、考勤表、工资发
放表） ”“违法欠薪信用联合惩
戒”等重点内容，开展专项执法检
查。对检查中发现施工企业和劳
务分包企业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
律法规行为的，将依法责令限期
整改。对涉嫌存在挂靠承包、违
法 分 包 、 层 层 转 包 等 违 法 行 为
的，将由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
予以查处。对实名登记不完整、
考勤不到位、实际用工人数和工
资支付金额不清等原因，造成用
工管理混乱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的，将追究施工企业和劳务分包企
业的相关责任。

《浙江省企业工资支付管理办法》5月1日起施行

我市开展建筑施工企业
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周瑾） 为配合世纪大道高架快
速路主体结构的施工，根据相应
计划，从 5 月 3 日起至 7 月 15 日
止 （预计），世纪大道 （环城南
路—兴宁路） 段禁止机动车由南
往北通行。

昨天是世纪大道 （环城南路
—兴宁路） 段单向通行实施的第
一天，有不少从宁波东下高速的
司机开错了道路。有鉴于此，交

警部门已紧急在出口处安放了指示
牌，引导车辆正确通行。受限车辆
可通过东苑立交匝道、环城南路、
海晏南路或沧海南路绕行。

为减少及避免因出高速后变道
不当而引发交通事故，交警建议前
往沧海路方向的市民在下高速时选
择 1—4号收费通道，其中1号和2号
收费站为 ETC通道；前往东部新城
方向的市民则在下高速时选择5—8
号收费通道，其中8号为ETC通道。

世纪大道交通组织调整
交警提醒：从宁波东下高速的市民请注意交通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