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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应当激发
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
主体投身创新创业。

电子商务风靡全球，与制造业、
商贸服务业等深度融合，是推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崭新载体，也是
发展城市经济的重要动力。

中国 B2B 电商大会本周四在
宁波开幕，2000 余名业内精英、专
家学者论道鄞州；鄞州大学生（青
年）创业园“青创农场”正式对外招
商，第一批大学生创业团队入驻，探
索农村电商发展新模式……

今年年初以来，鄞州区电商经济
创业创新风潮涌动，产业园和孵化器
集聚优秀人才，电商创业与产业创新
组合“新力量”。目前，全区已建立10
余个各具特色的电商双创园区，集聚
区面积达到22.8万平方米，助力众多
青年才俊驰骋电商“蓝海”。

双轮驱动，产业园孵
化器孕育“创新基因”

西眺海曙，跨境电商综试区建
设如火如荼，国际邮件互换局处理
量屡创新高；北望江北，电商经济创
新园区 e 商小镇建成在即，产业集
聚再添新磁极；放眼全市，电商经济
创业创新活力四射……

身处城市核心区，鄞州厚积薄
发，正发挥包括完整的电商产业链、
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质高校资源在
内的综合实力，加快培育一批特色
鲜明、优势互补的电商园区和电商
企业，全面建设推进电商创业创新
的沃土。

目前，鄞州已建成 9 个区级以
上电商园区，集聚电商企业约 500
家；运营 10 余个具备电商双创功
能的孵化平台，引进创业项目超过
300 个 。 园 区 、 平 台 “ 双 轮 驱
动”，已然成为集聚和孵化电商企
业、培育电商创业人才的主要载
体。截至今年 11 月，鄞州累计引
进应用型、平台型及服务型电商企
业近 2000 家，其中今年新增电商
企业 200余家，前三季度完成网络
零 售 额 21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约
60%。

平台稳固、人才充沛，正催热
鄞州的跨境电商和农村电商产业。
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大商所）、世
贸通、航运订舱平台 （航交所）等
电商“大鳄”在东部新城风生水起，
成功入围国家首批电子商务试点平
台行列，引领鄞州跨境电商提速前
行。

据统计，目前，全区已有 10 多
个年交易额超过 1 亿元的外贸平
台，今年交易额预计可达 2000 亿
元。此外，24 家企业通过了海关审
核，将正式试点开展跨境 B2B 出口
业务。今年前三季度，平台型电商企
业共完成出口额8.8亿美元，预计年
底可突破10亿美元大关。

跨境业务蓬勃发展，农村电商
更是势头喜人。在市供销社的支持
下，全市首家农村电子商务孵化园
区落户鄞州，运营面积 1 万平方
米，目前企业入驻率超过96%，预
计全年农产品销售额达 2亿元；开
全市“大学生农村电商创业园”先
河，在沧海农博园开展新型农村电
商创业项目试点，激发大学生智
慧，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与此同时，一批成熟的电商项
目从创新入手，不断挖掘农村“宝
藏”。“淘宝特色宁波馆”立足鄞
州，放眼全市，将销售网络铺设到
周边区县 （市），通过“网红直
播”和互联网销售打破农产品“上
行”壁垒，目前累计服务农产品电
商 816家，实现电商交易额 9.32亿
元。M6 生鲜主动试水农产品线下
体验，围绕番薯、番茄两类农产品
搭建“互联小村”，为大学生创业
和农村电商人才集聚提供平台。

政企校共建，“青训
营”走出引领型电商人才

入行门槛低、市场空间大。互联
网时代，电商的新特性，正成为大
学生发挥创意、初涉创业的最佳试
验田。近年来，鄞州积极引导高教
园区高校开设创业学院或创业类课
程，帮助在校大学生或应届毕业生
走出“象牙塔”，投身创业大潮。

鄞州大学生 （青年） 创业园创
建于 2005 年，目前正成为鄞州区
培育电商初创企业和人才的先锋阵
地。园区目前与 6所鄞州高校的创
业学院合作，随时挑选优秀的创业

“金点子”，为进行电商创业的大学
生提供免租金入驻、高频率专业培
训等优质服务。“我们将园区划分
为三个‘阶梯’，致力于构建完整

的电商创业生态链。”园区项目部
部长陈伟表示，第一级“阶梯”针
对高校大三、大四的学生，学生只
要有优秀的创业想法，就能免费入
驻，还能获得专业导师和风投机构
负责人的筛选和指导。半年之后，
相对成熟的创业团队可以入驻“苗
圃区”，在配备有工位和办公设施
的“工厂”安心创业。经过一年的
培育，经营规模较大、有独立办公
和私密会客需求的企业会踏入第三
级“阶梯”，并在三年内完成培
育，推荐至区一级的创业加速器。

目前，鄞州大学生 （青年） 创
业园的后两级“阶梯”集聚了近
150 家初创型企业，每年流转企业
超过 200家，对外输出了大批优秀
电商人才和电商项目。“园区的另
一个名字叫‘7 号梦工厂’，是帮
助大学生创业者圆梦的大舞台。”
陈伟说。

初历了初期锻炼，青年创业者
纷纷投身集盒产业园、汇聚创业
里、盛世方舟等创业园区和孵化器
继续创业。“作为民营创业园区，
我们希望引入一批经济实力较强的

‘武林盟主’，带动优质企业集聚，
形成良好的创业氛围。”集盒产业
园事业部总经理王功博表示，园区
依托夜市街区，为试水新零售的电
商企业提供线下推广的场所，其
中，今年入驻园区的个人护理品牌

“艾优”通过线上销售、线下体验
的模式，已经成为该领域的“龙
头”企业，半年便实现销售额 4亿
余元。

为了让“初涉江湖”的创业青
年快速成长，面对更残酷的竞争从
容应对，鄞州区商务局还引导各园
区集中高校创业导师和社会创业导
师资源，组织各种类型的培训活动
和创业沙龙，搭建政、企、校共同
参与的电商“青训营”。其中，鄞
州大学生 （青年） 创业园推出“巴
菲特午餐”，每周一次向创业者开
放，面对面传授成功企业家的经
验；集盒产业园以健康、百搭的

“牛油果”为主题，定期开设小规
模交互式创业论坛；“汇聚创业
里”每年组织 30 多场电商专业人
才培训、100 多场电商普及性培训
活动，目前参与人数超过了一万人
次。

引进高级别论坛，50场
“头脑风暴”激发创新动力

开放是宁波城市发展的“主基
因”，也是鄞州发展电商经济的“主
窗口”。在挖掘高校资源、搭建创业
平台、内部培育电商创业人才的同
时，鄞州还着眼未来，借鉴周边城市
的成功经验，以赛促学、以会促引，
营造热烈的电商创业氛围，汇聚源
源不断的电商创新智慧。今年，全区
先后举办了跨境电商大赛、亚马逊
跨境电商峰会、电商人下午茶等 50
多场电商主题会议和论坛。

鄞州电商武林大会已经举办了
三届，今年升级为全市品牌，向全球
电商创业人才抛出“橄榄枝”。在今
年的大会上，来自杭州、宁波、金华、
上海、深圳等地的 350 多家电商企
业展开角逐，品牌电商、新锐电商、
跨境电商、电商园区、农村电商汇聚
一堂，分组切磋。本次大会还勇敢

“走出去”，在目前全球风头正劲的
杭州举办总决赛，展示宁波电商创
业创新的“新力量”。

宁波云麻豆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余姚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驿
淘互联网产业园在此资次大会上分
别获得新锐电商组、农村电商组和
电商园区组冠军。9月底，这些电商
企业再赴杭城，参与省电商双创大
赛，最终，“海上鲜”夺得一等奖，鄞
州驿淘互联网产业园获得三等奖。

为了全面展示宁波电商经济的
特色，放大宁波制造业和港口物流产
业优势，今年10月，鄞州成功将中国
B2B电商大会首次引入宁波。后天，
这场本年度国内B2B电商领域行业
盛会将拉开大幕。供应链升级、新生
态构建、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细分
领域B2B电商的转型升级……两天
时间里，11场论坛、数十场主题演讲、
2000多名专家学者，将分享全球领先
的B2B电商创业和经营理念。

“这场大会将为宁波电商企业打
开对外交流的新窗口，国内外的电商
经济创新智慧在此汇聚、涌流，为青年
创业者选择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和
实际经验。”鄞州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电商双创生态链初步构建，对
外交流步伐持续加速……如今，鄞
州的电商双创氛围日趋浓烈，电商
双创土壤更加深厚，一张产业新名
片正熠熠生辉。未来，鄞州区将做好

“店小二”，继续推出一系列创新举
措，盘活闲置厂房、仓储用房、商务
楼宇、沿街商铺等存量物产和土地
资源，为电商创业者提供更好的服
务，推动传统电商园区向现代电商
集聚区和专业化园区转变；加快电
子商务专项政策和跨境电商支持政
策跟进，安排财政资金约
2000 万元，为园区层级
提升、电商人才成长解决
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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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零距离感知
宁波开放温度

目前，仅鄞州区就
已建立 10 余个各具特
色的电商双创园区，集
聚区面积达到 22.8

万平方米。

22.8
万平方米今年，核心区

已有 10 多个年交易
额超过1亿元的外贸
平台，年交易额预计
达 2000 亿元。此外，
24 家企业通过了海
关审核，将正式试点
开展跨境 B2B 出口
业务。

鄞州大学生（青
年） 创业园后两级
“阶梯”集聚了近
150 家初创型企业，
每年流转企业超过
200 家，被称为“7
号梦工厂”。

今年成功将中国
B2B电商大会引入宁
波，截至目前已先后
举办了跨境电商大
赛、亚马逊跨境电商
峰会、电商人下午茶
等 50 多场电商主题
会议和论坛。

鄞州大学生 （青年） 创业园组织电商创业沙龙。（张莹 徐展新 摄）

集盒夜市为电商企业提供线下展示的平台。（受访者供图）

新时代 新理念
聚焦经济体系现代化⑤

宁波电商经济“+双创”闯全球

随着中国经济全面进入“新常
态”，由人口红利、低劳动力成本带
来的出口优势渐趋弱化，内需成为拉
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其中国家持
续扩大内需的政策刺激，给中小企业
带来了更多发展机会，将逐渐激活产
业上游供给方与流通市场，尤其是国
家最近一直强调“供给侧改革”，尝
试各行业通过供给端的创新，来实现
整体经济结构优化调改革。

在此背景下，国内企业(尤其是
中小企业)转型动力巨大，而企业也逐
步认识到B2B电商在帮助自身提升流
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拓展市场渠道
方面作用，开始纷纷主动转型触网，
B2B电商成为众多中小企业落实“互联
网+”跨出的第一步，百度、阿里等互联
网巨头们也一直致力培育自己的生态
圈，通过垂直性B2B在各自行业里打造
产业生态圈，引领“互联网+”风潮。

此前，国内B2B主要经历了两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信息阶段，主要
是解决信息不对称性的问题，通过建
立网络B2B平台，让买卖双方发布供
求信息，彼此商业信息的沟通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商业机会；
第二个阶段是服务阶段，也就是目前
国内各行业B2B正在经历的阶段，由
于第一个阶段大数据的积累沉淀，如
今B2B不仅仅只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
题，从售管理到客户服务，到供给侧
生产供应链的改革，这是一套行业企
业提升效率、重配资源、降低成本的
解决方案，不再是一个商业模式更像
一个生态系统，能够更好地去服务于
各个行业的各个细分产业的合作伙
伴，能够合作共赢，共建 B2B 生态
圈。

——阿里巴巴CEO张勇

深度融合前沿产业，打造创业创新载体

B2B电商推动
中小企业“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