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贸往来
实现“互补式”崛起

“实际上，英国‘脱欧’只
在短期内影响了欧元汇率及市场
对欧洲经济增长的信心，这一经
济影响已逐渐平复。”市商务委
相关负责人指出，以宁波数据为
例，2017 年，我市对英国进出
口 额 为 37.59 亿 美 元 ， 增 长
5.6%，其中出口 33.51 亿美元，
增 长 2.3%； 进 口 4.08 亿 美 元 ，
增长44.5%。

作为全国的开放前沿，宁波
的“反应”历来敏锐。专家指
出，英国在开启“脱欧”谈判
后，与中国加强经贸合作的意愿
愈加强烈。而宁波与英国在进出
口上的错位互补，也为双方合作
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目前，我
市主要从英国进口汽车、家具
等，出口产品则为服装、灯具、
照明装置、塑料制品等。

以灯具为例，慈溪是我国最
大的欧式插座出口基地和全球最
主要的欧式插座生产基地，生产
总量占欧洲整个市场份额的80%
以上，其中一半产自宏一电子公
司。注重产品的国际认证是该公
司 打 开 国 际 市 场 的 “ 通 关 密
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该公
司 已 获 得 GS、 VDE、 TUV、
BS、CE等 1860多张欧洲国家的
安全认证证书。作为全球最大的
欧式插座生产企业，公司负责人
表示，目前公司产品在英国甚至
达到75%左右的市场占有率。

此外，出口小家电也是宁波
制造的一大强项。作为一家集家
电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
造、出口于一体的全球小家电的
顶级 ODM 制造商，卓力电器凭
借独特的产品设计风格，领先的
创新技术和完善的质量控制体
系，产品远销英国、美国、日本
等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

在我市对英进出口额前十名企业
中，宏一电子、卓力电器分列第
四、第七。

“英资”飒爽
成就“教科书级”并购

与此同时，英国在宁波的投资
也十分活跃。截至 2017 年底，英
国在宁波累计批准的外商投资项目
262 个，合同外资 11.48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4.63亿美元，实际外
资列 140 个国别/地区的第 12 位，
分别占全市总数的 1.6%、1.3%和
1%；在我市投资的 36 个欧洲国家
中，英国居第 2位，分别占到欧洲
国家的 16.8%、19.6%和 15.9%。投
资领域主要涉及净水设备制造、服
装针织、电子设备制造、国际贸
易、液化石油气等领域。

翻看英资企业在甬“履历”，
记者发现，其中甚至涌现了多家

“业内小巨人”。雷赛森建筑五金
(宁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由
ERA SECURITY HARDWARE
LIMITED 独资设立，隶属于英国
上市公司 Lopus集团。以全球一体
化工艺与设计嫁接“宁波制造”的
实力，公司在高档建筑五金和门窗
密封条、门窗密封毛条等领域稳居
行业领导地位；由英国达威有限公
司独资设立的宁波冠硕电子有限公
司，总投资 1500 万美元，经营电
源供应器、不断电系统、电子线材
等生产和加工。自 2000 年成立以
来，公司保持两位数年增速，目前
已成为华东最大的电源供应器生产
厂商之一……此外，来自英国的百
安居 （翠丰）、BP、特易购、联合
利华、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一批
世界500强也在宁波扎根。

“以前我市外资引进以绿地投
资为主，今后我们希望鼓励更多的
世界 500强来宁波并购，从绿地投
资为主向并购投资拓展。”市商务
委相关负责人坦言，近年来，我市
利用外资面临新情况新挑战，但利

用外资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要创新利用外资工作思路，比如利
用宁波“单打冠军”“隐形冠军”
多的优势，吸引顶级跨国企业并
购，引导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要人家上门‘迎娶’，首先你
也得是个‘白富美’。”该负责人笑
着说，当年联合利华并购沁园净水
器板块，就是一个“教科书级”的
并购范例。2014 年，沁园作为老
牌 水 处 理 企 业 ， 在 全 国 已 拥 有
5000多个经销商，400个一级代理
商。联合利华看中其生产能力及销
售渠道，宣布持股沁园集团55%股
份，形成联合利华净水宝和沁园双
品牌独立运营的管理方式，合资后
双方进一步整合各自的优势资源，
在创新、技术、制造和管理方面构
筑新的优势，在宁波打造世界级净
水技术及生产中心。“沁园通过联
合利华平台，一举打开了全球的销
售网络，其中有一年的增长率升至
70%以上。”商务委负责人介绍。

“甬英混血”
共期开放合作新篇

从外贸进出口逐年增长，到推

动联合创新打造“隐形冠军”，再
到强强联合实现价值链跃迁，多年
来，宁波与英国的各项合作呈现勃
勃生机。那么，当新时代号角吹
响，宁波如何延续领航优势，实现
更大范围的互利共赢？

开放是时代赋予宁波的答案。
2017 年“茶花奖”得主，英国诺
丁汉大学副校长、宁波诺丁汉大学
执行校长陆明彦 （Chris Rudd）
教授表示，作为中国第一所“混
血”大学，宁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
注目，宁波这个城市也因为宁诺的
存在，成为创新和国际化的先锋。

作为中英合作的典范，宁诺自
创办以来，素以高质量的就业升学
情 况 赢 得 社 会 广 泛 好 评 。 学 校
2017 届本科毕业生中，选择继续
深造的学生近30%被牛津大学、剑
桥大学等世界排名前 10 强高校录
取，80%进入世界百强学校。直接
就业的毕业生大多进入世界 500
强、中外知名企业工作。国际人才
就地培养，有效支持宁波的经济社
会发展。

镜头切换，再以甬企“走出
去”为例。2006 年 12 月 6 日，宁
波华翔集团出资 340万英镑，将麦
格纳集团旗下英帝尔公司全资子公
司、具有 85 年历史的英国劳伦斯
内饰件有限公司收入囊中。在此之
前，华翔只是英帝尔在华合资企业
的供货商。通过此次收购，华翔一
举成为凯迪拉克等品牌的 OEM 供
应商。类似范例不胜枚举。

当前，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席
卷全球。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宁波与英国在众多领域互补性
突出，合作潜力巨大。未来一方面
可以通过外延式并购海外优质资
产，挖掘双方市场的潜力，促进自
身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可以借助我
市拥有众多“单打冠军”的优势，
吸引世界 500强企业资金流入，进
一步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密切
关注英国‘脱欧’后的动向，借助
其‘重获自由’的时机，在原有的
教育、文化、经贸合作基础上，

‘引进来’‘走出去’，力争在深化
与英国合作方面抢得先机,
在‘黄金时代’结出更多

‘黄金成果’。”

宁波与英国谱写开放合作新篇章

通讯员 蔡晓馨 徐文辉 郭威

北仑区电子商务产业呈现出快
速发展的势头，招大引强成效明
显，知名平台加速集聚，电子商务
应用水平显著升，电子商务交易逐
年稳步增长，仅去年一年就实现网
络零售额126.56亿元。

位于小港的宁波唯创家居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创办于 2013 年 8 月，
是一家致力于线上业务的家居电商
企业。自2014年1月首家天猫旗舰
店开业以来，公司至今已经在天猫
商城开设官方旗舰店7家，2017年
销售额有望破亿元。

伴随“电商换市”的浪潮，像
唯创家居这样主动融入新经济浪潮
的企业在北仑越来越多，涉及纺织
服装、家电、文具、保险箱、家居
等多个消费品行业。北全区规上工
业企业电商应用普及率约为 75%，
在重点监测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上
共有各类活跃网络零售网店近 6千
家。

敢闯敢试、大力创新，电子商
务成了创新的高地，三分之一以上
的创业创新项目集中在电子商务相
关领域，直接解决就业岗位 1.5 万
余个，间接带动就业岗位超过 4万
个。2017 年实现电子商务网络零
售额126.56亿元，首次突破百亿元
大关，同比增长 39.71%，高出全
市平均4.91个百分点。

外贸企业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
模式也越发多样化。既有以三星重
工、凯越国贸等为代表的宁波海关
B2B 跨境电商出口平台试点企业，
也有以宁波优胜和宁波美婆为代表
的通过海外第三方平台开设网店、
直接面向境外消费者的 B2C 跨境
出口模式，还有以宁波亿泰为代表
的租用亚马逊仓库、在亚马逊上开
设 店 铺 ， 以 海 外 仓 备 货 模 式 的
B2B2C跨境出口模式。

北仑：
电子商务快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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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陈宇文 金刚毅

明天，英国首相特丽

莎·梅即将抵达北京，对

我国展开首次国事访问，

该次出访，标志着“全球

化英国”迈出全新步伐。

回想 2016 年 6 月，

英国公投支持脱欧，这只

意外飞出的“黑天鹅”，

曾在当年震惊世界，引发

“逆全球化”担忧。如

今，“单飞”的英国正在

寻求更紧密的合作伙伴，

这无疑为广大的宁波企业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作为开放大市，宁波

与英国的经贸合作正持续

升温，新的故事刚刚开始

——

记 者 包凌雁
通讯员 李 立

昨日下午，“和你共赢智能时
代”产业联盟大会举行。会上，中
国移动宁波分公司总经理姚志坚表
示，宁波移动将汇聚全国产业伙伴
力量，争当推进宁波数字经济“一
号工程”标杆。

记者在现场看到，展区布置以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能力开
放、信息化服务等元素为主线，展
出了公共物联网平台“大数据作战
室”“和视频”“移动彩云”等助力

“企业上云”创新产品，“城市经济
地图”“选址雷达”等大数据应
用，各行业客户可结合宁波移动平
台和自身业务，创造更加有竞争力
的产品服务。

据悉，宁波移动正在加快推动
5G 网络试验和千兆宽带建设，打
造全国领先的“双千兆”示范城
市，实现“无线千兆到手机，有线
千兆到桌面”。加快蜂窝物联网规
模部署，建设云计算、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全面推进
网络转型，构建“泛在智联”大网
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
济“一号工程”提供强大网络支
撑。充分发挥IDC、大数据、通信
能力开放优势，推动宁波打造全国
领先的新型信息技术服务竞争力。
继续推动网络“提速降费”，加强
业务创新、服务创新，全面推广面
向个人、家庭、政企的数字化服
务，努力解决信息消费服务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让数字经济发展的
成果与人民群众共享。

宁波移动：推动
5G网络试验和
千兆宽带建设

外籍学生在宁
波诺丁汉大学实验
室制作机器人。

（宁波诺丁汉
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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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学生在宁波诺丁汉大学中式花园里读书。 （宁波诺丁汉大学供图）

伦敦市景。 （董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