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会行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在展会品牌影响力方面，提
出“塑博周”展会举办时间概
念，努力强化 UFI 品牌效应，进
一步提升展会行业影响力。

考虑塑博会从上届开始已经
是 UFI 展会，有了一定的行业国
际影响力，为符合参会境外嘉宾
工作习惯，展会将由原来固定的
11 月 6 日-9 日 （论坛提前一天）
调整为相对固定，从本届塑博会
开始，即定每年 11月份的第一个
完整周为“塑博周”（周一论坛嘉
宾报道，周二论坛，周三到周六
为展览时间）。同时，继续强化
UFI 品牌影响力，提升展会品质
和实效。

■展会档次进一步提升

在 招 商 招 展 和 展 馆 设 置 方
面，精准定位和突出产业链节
点，努力强化展会市场化程度，
进一步提升展会档次。

一方面继续突出市场需求导
向，根据塑博会自身定位和市
场、行业发展需求，注重塑料机
械特别是智能塑机以及改性塑料
原料的业内知名企业和高端品牌
企业的招商招展。本届展览除中
石化、中石油、中化集团继续参
展外，北方华锦、延长集团、德
国阿博格、日本宝理、奥地利威
猛等国内外行业影响力大的企业
参展。

另一方面继续在展馆设置上

突出展会主题互动，引领相关涉
塑产业发展。结合地方“美妆小
镇”特色小镇打造，与国际论坛

“中空塑料制品高峰论坛”分论坛
互动，在 2 号馆推出“涉塑化妆
品包装主题展区”。第三方面是在
主办单位的支持下，大石化馆的
展览展示档次和产品行业引导性
将越来越大，今年推出中石化企
业的塑料原料与对应塑料机械参
展企业合作进行展览现场生产、
演示、推广活动。

■平台效能进一步提升

在 国 际 论 坛 方 面 ， 务 实 内
容，努力强化成果转化和地方行
业推动，进一步提升平台效能。

今年国际论坛继续执行主论

坛和分论坛系列高端论坛模式和
“展、会”同主题互动外，在系列
分论坛中推出结合余姚“美妆小
镇”（化妆品包装块状经济） 打造
的“中空塑料制品高峰论坛”分
论坛，邀请国内外化妆品包装行
业专家主旨演讲，开展技术企业
对接活动，由中国包装联合会塑
料包装委员会塑料中空容器行业
联合中心、余姚市化妆品包装行
业协会共同承办；结合北京化工
大学、浙江大学、华东理工大学
等国内化工领域高端院校成立的
化工学术联盟资源和我市涉塑行
业企业技术需求情况，融合分论
坛“工程塑料技术与市场应用”
举行“塑料产业产学研对接活
动”，使高端行业技术资源服务一
线企业生产需要，推进技术成果

转化。同时，借助国际论坛主论
坛，余姚涉塑项目招商推介及项
目签约仪式还将结合开展。

■展会实效进一步提升

在配套活动方面，增强行业
聚合，努力强化经贸科技主题，
进一步提升展会实效。

紧密围绕把“塑博周”打造
成为国内外塑料行业盛会，借助
第十三届中国塑料产业发展国际
论坛系列高端论坛召开，广泛邀
约了参展企业、各地塑料行业协
会、相关部门在塑博会期间在余
姚举办各种塑料行业新产品推
介、行业交流、技术服务、招商
对接、人才招聘等活动。

本届塑博会期间邀约参展的

国内外石化行业影响型企业诸如
日本宝理、北方华锦、广东拓斯
达等将于塑博会同期举办专题活
动；紧扣余姚作为浙江省首批
“‘中国制造 2025浙江行动’县
级试点示范区”建设及顺应“智
能经济”时代要求，余姚市科技
局将组织开展以“智能制造”为
主题的科技技术交流活动，同期
举行第十九届中国塑料博览会专
场人才招聘会；今年塑博会组委
会项目合作部将涉塑项目招商服
务前移，在展馆设置“招商对接
服务中心”直接对接并服务参展
参会企业和嘉宾，实施精准、高
效项目对接服务；塑博会展览承
办单位浙江中塑在线股份有限公
司也推出“中塑在线会员诚信联
盟年会”活动。

第十九届中国塑料博览会再启新篇
11月6日至11日，承载着塑料产业发展未来和希望的中国塑料博览会如期在素

有“塑料王国”“模具之乡”之称的余姚举行，与来自海内外的宾朋牵手，共享盛
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塑博会走过了18个硕果累累的秋季，成为中国塑料
行业及相关行业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经贸盛会之一，也是我国最具影响力和知
名度的专业展会之一。

据统计，前十八届累计参展企业 8754 家次，参展参会中外客商 234.5 万余人
次，成交总额563.71亿元，签订中外合资合作项目497个，总投资102亿美元，协议
外资25亿美元。此外，还有一批内资项目和科技合作项目签约，总投资超过300亿
元。每届塑博会成交总量稳创新高，招商引资、塑料产业发展国际论坛等也取得了
积极成效。

近几年，中国塑料博览会被国家商务部评为“中国100家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会
展之一”“全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展会”“中国会展产业金手指奖”中国会展业

“中国十佳品牌展会”“中国十佳品牌专业展览会”等荣誉称号，去年又成功升格为
UFI（全球展览业协会）展会。连续18届中国塑料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使展会成为中
国塑料业界的名牌会展。

与上届相比，本届塑博会在展会品牌影响力、招商招展和展馆设置、国际论
坛、配套活动等方面做了新努力以实现新的提升。

撰文 黄程 谢敏军
新市场一期全景。 （图片由塑博会组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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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甬
关） 2017 年“双十一”大战即将
拉开帷幕。笔者近日走访发现，全
市各大电商平台正加紧“排兵布
阵”，从各大电商备战的情况来
看，今年“双十一”的备货量大多
超过去年，成交单量有望刷新纪
录。

昨天，笔者来到宁波保税区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基地。作为宁
波跨境电商的主战场，这里的 35
个跨境电商专用仓库内早已堆满
了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工作人
员忙着分拣、打包，现场热火朝
天。据工作人员介绍，各跨境电
商企业的“双十一”备货工作早
从 9 月份就开始了，当月保税区

电商进境货物金额达 7.5 亿元，同
比增长 25.5%，环比增长 40.4%，
创下保税区跨境电商试点以来单
月备货值历史新高。

慈溪出口加工区的势头也不容
小觑，随着今年 4月阿里巴巴“菜
鸟天宫一号仓”项目正式落户，加
上加工区内跨境电商园区二期仓库
即将竣工，跨境电商业务呈“井喷
式”增长。宁波立得购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琰琰表示，“今
年菜鸟在慈溪出口加工区的备货量
预估有千万件，一期 5万平方米的
仓库已经饱和，又临时增加了约 4
万平方米的仓储面积，才算满足

‘双十一’备货量需求。”
作为全市首个也是唯一实行

跨境直购进口业务模式的区域，
宁波空港目前已有近百家企业入
驻，其中包括 Costco ［好市多(上
海)商业有限公司］、Macy’s ［梅
熙(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等国外知
名零售企业。区域内不少企业负
责人看好“双十一”行情，预计

“双十一”期间日均跨境业务量将
达到 1 万票。栎社保税物流中心
也在今年 6 月进一步拓展了跨境
业务模式和仓储面积，迎来唯品
会 等 国 内 知 名 电 商 企 业 相 继 入
驻 ， 目 前 已 有 223 家 企 业 获 备
案。

为确保“双十一”通关顺畅，
监管部门提前制定了应急预案，如
宁波海关协助企业增加临时仓库满

足大批量备货需求，开通保函担保
快速通道，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同
时，增加临时监管人力，并开通热
线电话、微信咨询等相关服务渠
道，建立与地方政府、电子口岸、
电商平台、仓储物流企业的沟通协
调机制，力争第一时间解决突发问
题。

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 1月至
10 月，已累计验放跨境电商进口
申报清单 2875.72 万票，涉及金额
50.31亿元。据预计，“双十一”期
间，全市跨境电子商务进口申报清
单量有望首次达到 700万票，同比
增长超 1倍，进口商品主要涵盖母
婴产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护
肤品等。

跨境电商摩拳擦掌迎战“双十一”
海关进口单量有望达到700万票

象山泗洲头镇党员志愿者日
前开展无偿献血活动，献血量达
20000毫升。

（徐能 张根苗 摄）

无偿献血
最光荣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王纯纯 潘超群） 最近，慈溪
市新浦镇六塘南村的潘老伯想申
请社会职工医疗保险，由于行动
不便，子女们工作又忙，他犯了
难。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得知情况
后，主动上门服务，替他去人社
局办理了申请手续。

让“群众跑”变为“政府
跑”，“跑小二”（代办员） 助力
新浦“最多跑一次”改革向村级
延伸。目前，该镇已有 19名“跑小
二”。他们分布在全镇 18个村（居
委）和镇机关，都由村镇干部兼
职，主要开展帮群众网上咨询、网
上申报、收取办事结果件等全程
代办服务。镇政府还把代办工作
的开展情况纳入年终考评。

“我们建立了‘村前台综合
受理，市、镇后台分类办理，村
统一窗口出件’的服务流程，在
各村便民服务中心统一设置社会
保障和民生事务两个窗口，并按

事项名称、办理流程、所需材
料、收费标准、办理时限等制定
办事指南。”新浦镇相关负责人
说。

“原以为要跑很多次，没想
到跑一次就办好了。”日前，老
浦村俞先生拿到残疾证后，打电
话感谢新浦镇残联工作人员。据
了解，俞先生因摔伤事故导致右
下肢残疾，需办理残疾证。如果
在以前，他得先到村里领取申请
表，填写后交由村专职委员初步
审查，随后到市里的医院进行残
疾评定。在提交相关申领材料
后，才能进入后面的审批流程。
现在，有了“跑小二”帮忙，仅
15天，他就拿到了残疾证。

目前，新浦镇已梳理制作村
级相关办事指南 15 项，通过树
立样板，以点带面，实现“一窗
受理”向村级延伸全覆盖。当地
的“跑小二”们已为群众和企业
提供各项办理服务4000余人次。

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村级延伸

慈溪村镇干部
当起“跑小二”

本报讯 （记者冯瑄 通讯员
宣浩峰 巫金炜） 记者从大榭管
委会获悉，大榭全域剿灭劣Ⅴ类
水工作通过市级验收。

剿灭劣Ⅴ类水是对以往治水
工作的精细化和再提升。大榭虽
然 水 系 并 不 丰 富 ， 只 有 8 条 河
道、6 处小微水体，但由于是个
海岛，下雨天才有活水，因此治
水任务重，剿劣难度高。为打好
剿灭劣Ⅴ类水攻坚战，大榭建管
并举，加强源头管控“堵疏结
合”。截至目前，所有河道和小微
水体水质“摘帽”劣Ⅴ类。

“在劣Ⅴ类水体全部消除的基
础上，‘污水零直排区’建设将加
快推进。”大榭开发区管委会住建
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大榭
计划总投资 5140 万元，完成 8 条
河道清淤约 11 万立方米，做好水
环境治理工程19.1公里，检测疏通
和修复雨污水管网 120公里，全面
剿灭劣Ⅴ类水，使各水体及周边保
持水清、岸绿、景美。

截至目前，大榭已完成 6 条
河道的清淤工作，工程进度超
70%，新建污水支管 5.3公里，工
程进度70%。

大榭实现劣Ⅴ类水全消除

本报讯 （记者王佳 通讯员
孙建宁） 以志资政，助力我市交
通建设与发展。日前，记者从市
交通委获悉，经修志人员 10年的
不 懈 努 力 ，《 宁 波 市 交 通 志

（1991—2010）》正式出版发行。
该志书全面系统地记载了 20

年间宁波交通建设发展、交通运输
业以及相关行业取得的丰硕成果

和不平凡历程，全方位、多角度地
展现了宁波交通领域发展的新气
象。全书按照编年成志体例，内含
概述、大事记、主题篇章、前志补遗
等内容，分“宁波港口”“水路交通”

“车船修造”等十三个章节，记录下
当代宁波交通历史发展的脉络，将
交通人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精神
风貌载入史册。

《宁波市交通志（1991—2010）》
出版发行

近日，余姚市国税稽查局和余姚市地税局党组织，联合组织党员
学习十九大精神。 （陈春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