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创建‘一带一路’建设综试
区，是我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
重要平台，是加快推进城市国际化
的重要举措。”市外办主任叶荣钟
表示，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助
推器，宁波的外事工作牢牢把握推
进城市国际化工作主线，全力参与

“一带一路”综试区建设。
近年来，我市借助中东欧博览

会这一“国家级名片”，坚持“深
耕中东欧”的参建战略，使服务

“一带一路”有了宁波探索，高端
资源要素不断向宁波集聚：拉脱维
亚、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国家的投资
贸易署在宁波设立办事机构；中捷
产业合作园区和中东欧物流园区全
面启动；经贸、国际产能、教育、
文化、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
得了积极的成效。

“以利相交，利尽则散；唯以
心相交，方成其久远。”与此同

时，为全面扩大宁波与中东欧国家
的交流与合作，市外办近年来进一
步加强与中东欧国家城市的结好及
友城交流工作，并率先在国内实现
中东欧 16国“友城全覆盖”，在各
国间架起了民心相通的桥梁。

在中亚和东南亚等区域，外办
也努力完善我市在“一带一路”沿
线友城布局。目前，市本级友好城
市达到59对，全市达到91对。

“市外办将以创建为契机，抢
抓机遇，埋头苦干，开拓创新，充
分挖掘外事资源，特别是友城资源
和外交资源，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搭建合作平台，不断集聚高端资源
要素，服务于经贸合作及企业‘走
出去’，同时，积极为科技、教
育、文化、医疗卫生等人文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牵线搭桥，加快外事工
作创新转型，服务招商引资、引才
引资，不断提升我市的国际影响
力、吸引力和竞争力。”面向未
来，叶荣钟豪情满怀。

市外办：
推进城市国际化
全力参与综试区建设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全国拥有外滩的城市 20余
个，影响之大首推上海，历史之
久则数宁波的老外滩。”昨天，
中马街道书记邹刚笑着用这句导
游词当起了开场白。“这是老外
滩的过去，下一步，围绕建设综
试区契机，我们将从外滩文化内
涵着手，以‘城市客厅’‘文化
沙龙’和‘时尚商圈’的三大定
位进行深度挖掘，重点打造国际
综合服务馆、外滩国际人文馆、
外滩博物馆产业群、国际工艺项
目交流馆、中东欧经贸文化展示
区和城市智慧管理展示厅 6个馆
区 （厅），力争成为宁波‘一带
一路’综试区的人文交流示范样
板。“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
点、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终
点之一、宁波商帮的重要起航
地，老外滩历来是外国人看宁

波、宁波人看世界的窗口和平台。
今年 1 月至 7 月，外滩商圈营业收
入近4.04亿元。老外滩街区客流量
达 82.03 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
24.71万人次。

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倡
议的统领下，近年来，老外滩已成
长为宁波首屈一指的国际时尚交流
基地。目前，老外滩已与中东欧十
六国中11个国家和4个西欧国家建
立了官方联系，其中在老外滩正式
落地的外方派驻机构共有三家，分
别是匈牙利贸易署宁波办事处、拉
脱维亚投资发展署宁波办事处以及
爱尔兰米斯郡商会宁波代表处。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以中东
欧国家为重点，争取引进 20 家以
上的“一带一路”国际交流机构。
今年打算引进 4 家，目前正制定

《国际交流平台入驻扶持政策》。”
邹刚表示，老外滩将按照“政府主
导、形成规模、聚集人气、提升功
能”原则，积极整合原有的国际人

才社区平台、中东欧交流平台，着
力打造具有国际人文交流服务功能
的国际化街区。

宁波市展览馆将以外滩国际人
文馆要求，打造成展示“一带一
路”面貌的展示窗口；外滩博物馆
产业群拟构建展示、培训、销售、
休闲和活动等五位一体的功能性展
示馆群，展现宁波“古港”和“活
化石”历史；国际工艺项目交流馆
重点推动中西方工艺水平在百年
外滩融合，展示和传播世界各国
先进工艺水平；中东欧经贸文化
展示区初步选址建行旧址，重点
展示和传播中东欧经贸文化领域
的精华；城市智慧管理展示厅则
侧重构建以人流分析、人脸识别
和业态服务为基础的云数据服务
系统，构建智慧服务系统和智慧停
车系统，打造具备外滩特色的智慧
管理示范区。

据悉，目前多项工作进入运行
方案初步设计阶段。

老外滩：

打造“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样板区

本报记者 冯瑄

“作为宁波创建‘一带一路’
建设综合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榭将抢抓机遇、积极融入、
主动作为，全面启动穿鼻岛的整体
开发，加快打造世界级低碳能源国
际贸易中心。”大榭开发区管委会
常务副主任、党工委副书记江国梁
表示。

穿鼻岛是大榭第二大附属岛
屿，拥有宁波港域所剩不多的可建
设 30 万吨级以上大型码头的深水
岸线 1.5 公里，开发条件十分优
越。根据建设规划，5 年至 10 年
的努力，穿鼻岛将建成以乙烷、丙
烷、丁烷和甲醇等为主要品种，原
油成品油和液体化工品为补充的东
北亚最大的国际低碳能源贸易中
心 、 仓 储 物 流 中 心 ， 最 终 形 成

1000 万吨轻烃、2000 万吨原油、
1000万吨成品油和400-600万吨液
体化工品的世界级低碳能源国际贸
易的能力。同时配套建设 30 万吨
级以上、10万吨级、5万吨级泊位
各 1个，千吨级泊位若干个，港口
总吞吐能力达到2600万吨。

目前，穿鼻岛开发建设工作推
进较快，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港口规划、用海报批、
道路桥梁建设方案研究、海堤建
设项目立项、项目招商等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部分知名企业已经落户
注册。

江国梁介绍，当前，以宁波
“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为契
机，大榭还将积极争取有关油品贸
易、生产、储运的自由化政策落
地，并进行复制推广，进一步完善
大榭国际能源贸易岛的支持政策。

大榭：
加快打造世界级
低碳能源国际贸易中心

本报记者 徐展新

长期在波兰、罗马尼亚、宁波三
地间往返奔波的宁波帝加维达商贸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荣，早已深切感
受到“一带一路”给予外贸企业的便
利条件。近期发布的宁波“一带一
路”建设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更是
催旺了张荣开拓境外市场、强化宁
波和中东欧国家商贸合作的雄心壮
志。

“宁波成为‘一带一路’综合试
验区，这蕴含着巨大的商机，正吸引
着我不断向前。”目前，张荣已在中
东欧特色商品馆开设了两家国家
馆，常年销售来自波兰和罗马尼亚
的优质进口产品。但他的雄心不止
于此，比起安安稳稳地在国家馆内
等客上门，他更希望成为“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不仅率先尝试改进中东
欧国家农副产品，还跨越万里在异
国他乡实施产销一体化项目。

在波兰，张荣扮演着“导师”的
角色，根据国内消费者的需求引导
波兰企业改良酸奶的包装方式和加
工方式，尝试打造第一个进口的常
温酸奶品牌；在罗马尼亚，张荣则摇
身一变成为了“农场主”，用国内积
累的资金在当地购买土地、种植果
蔬，此后循序渐进地打入欧盟市场、
远销中国市场。

此外，张荣还是罗马尼亚和宁
波深入合作的牵头人，他将在今年
国庆前后先后接待赴罗马尼亚的宁
波代表团和赴甬考察的罗马尼亚企
业代表团。“两座庞大的市场正在加
速对接。从宏观上看，这是中东欧国
家与中国互利共赢的绝佳机遇；从
微观上看，这是两地外贸企业创造
财富的最好平台。”张荣说。

贝京明：
宁波与斯洛伐克的
明天更美好
本报记者 徐展新

宁波获批“一带一路”综合试验
区之际，贝京明正在家乡斯洛伐克。
回程路上，行色匆匆的“小贝”在手
机上阅读了相关的政策和各大媒体
的报道，才对这一事件的轮廓有了
大致的了解。

“作为来自斯洛伐克的‘中国女
婿’，我当然非常高兴。作为中东欧
国家的一员，斯洛伐克是‘一带一
路’沿线的‘明珠’，与宁波有着密切
的经贸联系，产自斯洛伐克的优质
商品也备受宁波企业家和普通市民
的喜爱。”经过数年的磨练，贝京明
已经熟练地掌握了汉语，有了一大
帮中国朋友，还成了中东欧特色商
品馆斯洛伐克国家馆的创建者和掌
舵人。在他看来，“一带一路”综合试
验区花落于此，意味着宁波和斯洛
伐克的贸易通道再度拓宽。

如今，贝京明正致力于推进斯
洛伐克功能饮料、红酒等特色产品
与宁波的“点对点”式原产地供应，
已取得丰硕成果。除“生意人”这个
身份之外，贝京明还承担着促进两
地文化交流的职责。每次返回斯洛
伐克，他都会带上富有宁波特色的
礼物，向家乡的朋友介绍东海之滨
的独特文化和灿烂文明。“文化交流
往往和经贸交流并行，两者缺一不
可。宁波‘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总
体方案中也明确提到了‘人文交流
门户区’的概念。我相信，随着经贸
和文化领域的政府交流、民间交流
日益密切，宁波和斯洛伐克的明天
将会更美好。”贝京明说。

张荣：
为外贸企业
“走出去”注入强心剂

根据省政府批复，宁波“一带
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将以宁波梅
山新区为核心载体。同时，《宁波

“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总体
方案》提出，要探索争创梅山自由
贸易岛。

“综合试验区的核心放在梅山
新区，这是北仑和梅山发展的历史
机遇，同时也是重大责任、重大使
命。我们将在服务承接‘一带一
路’倡议和宁波‘一带一路’建设
综合试验区创建中担起核心使命，
发挥核心功能。”宁波梅山国际物
流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柴利能
说。

柴利能说，梅山将紧紧围绕国
家“五通”、省里打造“五大枢
纽”的战略布局，突出“开放、创
新、国际化”这条主线，着力打造
国际贸易物流、现代金融服务、运
动休闲旅游、智能装备制造等产业
体系，重点推进五个试验区建设，
把梅山岛打造成具有离岸功能的国
际级自由贸易岛。

梅山自由贸易岛，是以梅山岛
为核心争取国际港航服务改革、国
际金融贸易结算中心和国际贸易便
利化等改革试点，推动梅山真正成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经贸
合作“离岸”功能区和线上线下跨
境电商试验的核心承载区。据柴利
能介绍，梅山将着力开展五个试验
区的先行先试，奋力谱写“一带一

路”建设的梅山篇章。
首先是建设国际供应链创新试

验区。围绕国际贸易、现代物流、
配套金融、大数据等供应链各重要
环节，培育和引进一批跨国贸易物
流企业区域总部、专业化物流供应
链服务商和物流园区运营商，推进
各要素有机整合、优化提升，更好
地服务于中东欧、东盟等“一带一
路”国家的贸易往来，并积极争取
自贸区改革的成功经验在梅山产业
集聚区先行应用。

其次建设中国新金融创新试验
区。以民营金融创新为特色，以

“产业+科技+金融”为重点，着力
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金融组
织，发展民间财富管理为特色的新
金融业态，形成较强资本集聚转化

能力的新金融平台，为我国企业参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国际经贸及产能合作，提供融资、
结算、交易、风险管理等全过程服
务，力争将此平台上升为国家民营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参与国际竞争
的改革示范样本和新金融区域服务
中心。

三是建设海洋经济与科技合作
试验区。大力推进与“一带一路”
海洋新兴产业体系的对接，以智能
经济为引领，重点推进生物医疗及
器械、智能装备等高端制造领域科
技创新合作，创建“一带一路”知
识产权服务中心、中国-中东欧技
术转移中心，使梅山产业集聚区成
为海洋领域双向产业科技合作平
台。

四是建设“一带一路”人文交
流试验区。以梅山国际赛车场、国
际水上运动中心等项目为先导，大
力发展国际体育运动、滨海休闲旅
游、海洋文化艺术，大力推进“一
带一路”国家 （城市） 间的人文交
流合作，争取承接更多国家“一带
一路”人文互通重大项目。

五是建设国际近零碳排放试验
区。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发挥
梅山生态环境优势，打造全域化

“近零碳排放示范区”。探索建设国
际化生态城市和达峰先锋城市，加
强低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争
创国际绿色人居环境范例新城。

梅山梅山：：
担起核心使命担起核心使命 争创自由贸易争创自由贸易岛岛

部门声音

见习记者 孙佳丽

各界期待

中东欧特色水果吸引市民。
（徐能 摄）

图为梅山岛。（邱文雄 摄）

来自世界各地的诺丁汉大学新生正在游览老外滩。 （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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