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 新理念
聚焦经济体系现代化③

本报记者 徐展新
海曙记者站 续大治 张黎升

12月8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
字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
时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
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我们要坚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
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总书记的讲话，为包括数字商
务在内的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发展
契机。海曙区捷足先登，引导电商
园拓宽招商视野，批量引入具备

“电商+”属性的新兴科技企业，
努力打造数字商务先行区。

昨天上午，宁波 （国际） 电子
商务产业园 （以下简称海曙电商
园） 的入驻企业名单上出现了两张

“新面孔”——京东旗下的智能供
应链管理运营公司和上汽集团旗下
的汽车分时租赁公司环球车享，它
们将以海曙电商园为依托，拓展宁
波乃至整个华东市场。

百家“电商+”企业入驻

数字商务是什么？搜索引擎的
答案是这样的：利用互联网、物联
网、无线通信等通信技术和数据分
析手段将商务的渠道、营销、运营
等流程数字化、互联网化、智能
化。

如今，物联网技术加速走入生
活，大数据、云计算成为企业分析
需求、定制产品的重要依据，电商
产业数字化的趋势已不可避免。在
宁波 （国际） 电子商务产业园管理
中心相关负责人看来，两家主打

“物联网”和“智能供应链”的企
业选择海曙绝非偶然。

“从2014年到2017年，海曙电
商园在高速发展的道路上狂奔，年
税收额从 8200 万元飙升至 5 亿余
元，年均增幅突破 100%。如今，
园区已集聚各类企业 3000 多家，
注册资金超过 150亿元，核心区税
收达每平方米 4300 元，足以吸引
国内外电商领域的知名企业在此

‘筑巢’。”宁波 （国际） 电子商务
产业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进入 2017 年后，园区加速“腾笼
换鸟”，将注意力集中在新兴科技
企业身上，尝试延伸产业链，从传
统电商产业集聚区转型为数字商务
先行区。

跳出传统电商的旧框架之后，
一线城市的优质企业资源迅速集聚
海曙。深圳广田集团旗下的智能家
居品牌图灵猫携 5 亿元投资入驻，
曾在上海参与建设国内首家无人值
守停车场的喜泊客也走进甬城，为
街道、停车场和个人车主提供智慧
停车解决方案。

短短一年时间，海曙电商园的
转型成效立竿见影。正式签约之
后，环球车享计划三年内在宁波投
放 6000 多辆共享汽车，提供更丰

富 的 车 型 和 便 捷 的 10 秒 租 车 体
验，完成上海、浙江两地的品牌全
覆盖；曾与多位国家领导人“对
话”的深圳锐曼机器人逐渐走入宁
波的各个公共场所，计划向办事大
厅、酒店、学校、博物馆等场景延
伸。此外，浙江千方科技在高速公
路上摆放了检测超重车辆的传感
器，宁波本土的方果信息则投身低
龄儿童教育领域，在即将开业的教
育综合体芝士公园内搭建了科技教
室的雏形。

2017 年，海曙电商园已陆续
引进 100 余家具备“电商+”属性
的新兴科技企业，并将这批企业主
要落户在全市唯一一座以“众创空
间”获批标准地名的“互联网+”
引擎基地和产业集聚区。

以众创空间为脉，智慧血液循
环畅通。今年，海曙电商园产业层
级加速提升，已聚集上市企业、新
三板企业 16 家，在智慧交通、智
慧教育、智慧家居等领域引领行业
发展。

大数据应用先行一步

大规模引进新兴科技企业之
前，海曙已针对本土服装企业探索
电商数字化，引导企业主动开发官
方网站及移动客户端，收集用户数
据、依据定位客群的消费习惯和消
费能力设计产品、制定营销方案，
在销售端取得显著成果。今年“双
十一”，太平鸟、博洋携手冲上天
猫单品类销售榜单前十，旦可韵的
智能工厂已具备雏形，计划 5年内
实现移动端下单和个性定制，依托
大数据精简购物流程、优化用户体
验。

行政区划调整后，海曙的工业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迎来数量和质
量的飞跃，为制造端的数字商务建
设奠定基础。如今，海曙发力布局
窄带物联网，利用 5G 技术和物联
网新技术提升信息基础设施能级，
扶持海曙电商园引入一批“龙头”
企业，牵引出智慧交通、智慧家
居、智慧教育等多个产业集群。

扎根技术研发、产品制造的科
技企业，如何融入电商经济发展的
浪潮？图灵猫高管表示，产品的销
售只是初期目标，利用大数据掌握
消费群体动向、为客户提供整体解
决方案，才是企业投身数字商务的
终极目标。进入园区半年多以来，
图灵猫智能家居系统以兼容的智能
控制终端打入市场，并与大型房地
产公司展开合作，计划在新楼盘内
全面安装智能家居系统，既能满足
用户的使用需求和物业的监管需
求，还能开辟广告位吸引商家入
驻，开辟新的赢利渠道。

先收集数据、后拓展市场的经
营模式，已在海曙电商园“遍地开
花”。进入宁波市场后，专注智慧
停车系统开发的喜泊客没有着急地
推广产品，而是与宁波当地街道展
开合作，提供缓解堵车、高峰期分
流、停车场推荐等服务；手握科技
教室研发技术和国内优秀教师资源
的方果信息有意识地放慢脚步，计
划在公立学校布局少量科技教室，
希望通过长时间的数据汇总和分
析，为 2 岁至 7 岁的孩子的教育方
式提供科学依据，最终带动教材、
教具等周边产品的销售；刚刚入驻
园区的锐曼机器人也决心“以点破
面”，深入调查各个细分行业的用
户数据。“进入宁波的第一步，就
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了解市场。”锐
曼机器人总经理焦睿表示，即使是
走在科技最前沿的机器人，也进入
了需求决定供给的时期，只有深度
对接用户需求、切准用户痛点，才
能为上游的研发和制造提供参考。

与此同时，这批企业正相互协
作、相互渗透，描绘着智慧城市的
轮廓。共享汽车与智慧交通、智慧停
车有着紧密联系，教育机器人、家居
机器人的研发已列入日程，将数字

商务的触角探入生活的各个角落。

先行先试探索“海曙模式”

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电商的
功能和价值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今
年 11 月，京东集团与商务部签署

《关于促进数字商务发展的合作协
议》，将在数据共享、精准扶贫、防伪
追溯、供应链创新应用等方面形成
政企合力，推动电子商务提质升级。

在宁波，“电商换市”已进入
第四个年头，电商产业发展势头迅
猛。日前，5家甬企亮相世界互联
网大会，展现宁波风采。与此同
时，智慧城市建设方兴未艾，制造
端与销售端的融合加快。

为此，拥有全省首个“光网城
区”、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区、
中国城市信息化 50 强等荣誉的海
曙，率先迈出了探索数字商务的步
伐，在引入新兴科技企业、调整电
商园区结构和发展层级的同时，增
大、夯实电商经济的“底盘”，构
建多元化“大电商”格局。

3.9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以政
府为主导、社会化载体为补充，一
批包括众创空间、银润豪景、美丽
源大厦、中国 （宁波） 跨境园在内
的载体资源在此集聚，拼接一条完
整的数据商务产业链。行政区划调
整后，旷世电商园、富港电商园等
西片区民营电商园区也与海曙电商
园搭起合作桥梁，为新兴科技企业
拓展业务、收集数据、挖掘农村蓝
海市场提供更大空间。

如今，园区的 3000 多家企业
几乎涵盖电商全产业链。以太平
鸟、博洋为基础，裂帛、罗莱家纺、
韩都衣舍等国内知名服装企业相继
入驻，深化服装产业传统优势，精心
耕种数字商务的第一片试验田。借
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园区
还尝试搭建“网上丝绸之路”，陆续
吸引全国首个磁性材料交易跨境电
商亿迈克思、跨境电商出口服务平
台宁兴云和中非供应链综合服务平
台丝路易达落户，面向全球市场驱
动大数据分析的引擎。

“发展数字商务是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促进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重要举措。随着网络购物、移
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
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大数据在保
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大有作为。”宁
波（国际）电子商务产业园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海曙电商园将
积极推进“互联网+制造”“互联
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
网+文化”等，依托电商园区创建
海蓝宝互联网小镇，培育
互联网产业转型升级的
助推器和城市智慧经济发
展的承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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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数
字经济规模总量为
22.58万亿元，跃居全
球第二，占GDP比重

达30.3%。

22.58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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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猫工作人员演示智能家居系统的操作方式。（忻之承 徐展新 摄）

众创空间备战“双十二”。（忻之承 徐展新 摄）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

三大举措
护航数字商务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表示，商
务部将重点加强三方面的工作，为
推进数字商务发展。

一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促进
政策沟通和贸易畅通，为电子商务
贸易全球化创造政策新供给。以

“一带一路”国家为重点区域，加
强电子商务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
参与电子商务国际规则制订，建立
交流合作机制。加大应用电子商务
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力度，鼓励我国
的电子商务企业走出去，支持在境
外建立“海外仓”、在电商网站建
立“国家馆”。同时，完善跨境电
子商务监管模式，指导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推动跨境电子
商务快速健康发展。

二是完善政策法规环境，打造
对外开放新格局，为电商产业健康
发展提供新服务。贯彻落实《电子
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积极
推进《电子商务法》立法进程，完
善电子商务法规标准，建立公平竞
争的市场秩序，推进电子商务领域
的信用建设，营造良好的政策发展
环境，促进电子商务整个生态体系
的健康发展。

三是加速推进信息技术与流通
深度融合，推进新兴产业融合式发
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新动
能。大力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线上企业与实体商业双向融合，开
展零售业提质增效专项行动，发展
智慧商圈，大力推进电子商务进农
村、进社区。推进电子商务与产业
发展结合，创新新模式新业态，加
强电子商务示范工作，发挥示范效
应，带动全面发展。

（北 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