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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会后，宁波掀起了新一
轮“加快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热
潮。日前，市政府正式印发了《关
于加快外贸转型升级推进外贸强市
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推动我
市外贸转型升级，巩固外贸大市地
位，加快建设外贸强市。

《意见》 整合了近年来我市推
进外贸转型升级的设想，包括经营
主体、市场开拓、营商环境等，要
求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设贸易强国
的战略部署，坚持外贸“优进优
出”，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突出外贸模式创新、
经营主体培育、出口市场拓展、出
口商品竞争力提升和新型贸易、进
口贸易发展，加快培育技术、标
准、品牌、质量、服务等竞争新优
势，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从18到60，
全面提升“大象”综合实力

回望 2017 年，宁波外贸一举
扭转了前两年的颓势，外贸进出口
额不再围绕千亿美元上下徘徊，而
是迅速增至 7600 亿元人民币，出
口额占全国的 3.25%，比上年同期
提高 0.1 个百分点。增速为业界瞩
目：出口额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值
3.5% ， 进 口 额 高 于 全 国 平 均 值
18.4%。进出口、出口增速创近 6
年新高。

“虽然各项指标居全国前列，
但应当看到，我们的问题仍然是

‘大而不强’，宁波外贸根深蒂固的
弱点，如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
低、每美元获利能力低、出口自主
品牌少等问题依然存在。”市商务
委相关负责人坦言，我市要从外贸
大市向外贸强市转变，必须坚持创
新引领，从过去依赖于要素成本比
较优势，到寻求技术、品牌、渠
道、模式等综合优势，走高质量发

展之路，由“大进大出”转向“优
进优出”。

以经营主体为例，宁波目前有
外贸实绩的企业超过 1.6 万家，然
而 ， 进 出 口 额 上 20 亿 美 元 的 企
业，放眼全市仅两三家。进出口额
上百亿美元的企业，则一家也没
有。

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第一步
要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专家表
示，过去，我市陆续出台过一系列
的外贸稳增长扶持政策。未来要继
续在好的做法上延续，创新帮扶举
措，让龙头企业享受更加有针对性
的服务，加快做大做强。

如从 2014 年起，我市启动外
贸实力效益工程，18 家外贸重点
实力效益企业脱颖而出。到 2020
年 ， 这 一 数 据 将 力 争 扩 容 至 60
家。其中，重点培育进出口规模
大、市场拓展能力强、带动作用明
显、经营模式领先的总部型、龙头
型 、 综 合 型 进 出 口 贸 易 公 司 40
家，培育产品竞争力领先、发展潜
力大、细分领域“单打冠军”、行
业 骨 干 的 工 贸 一 体 出 口 企 业 20
家。到 2020 年，力争外贸实力效
益企业销售额超 500 亿元的 5 家，
进出口额超 100 亿元的 8 家，出口
额超50亿元的8家，形成龙头外贸
企业的梯队，争取更多企业进入全
国外贸进出口500强。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加快培育外贸龙头的基础上，我市
将注重研发、技术、质量、品牌、
专利、标准和服务等软实力建设，
延伸出口产品价值链，提高附加
值。

从1.6万到2.5万
“蚂蚁”雄兵瞄准量质齐升

作为老牌外贸大市，我市有外
贸实绩企业超过 1.6 万家，外贸从
业人员约 200万人，人均外贸额超
过1万美元。

在宁波外贸背后站着的，是超
过全市企业总数九成的 23 万家小

微企业。在过去三年中，宁波以平
均一天两家小微企业跻身“规模以
上企业”行列的速度，掀起了一股
制造业企业集聚发展新浪潮。经国
家统计局审核，宁波新上规模小微
企业数量连续三年全省第一。

“因此，根植在众多小微企业
之上的宁波外贸潜力不容小觑。”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我市将发动各区县 （市），根
据本地外贸发展特色和优势，开展
外贸高成长企业培育行动，一起培
育“塔基”企业。到 2020 年，力
争全市有进出口实绩企业达到 2.5
万家，年进出口额超 1亿美元的中
型企业达到 200家。开展中小外贸
企业帮扶活动，市、县两级联动组
织外贸业务培训，全市每年培训 1
万人次。精准、高效推进外贸企业
梯度培育。

与此同时，加快引进增量，积
极推动我市外贸企业业务回归和从
事外贸业务的甬商回归。以矿砂、
重要生产资料、机电设备、消费品
等贸易商为重点，大力招引香港、
新加坡等的大型贸易商来宁波设立
运营总部，“近期，我市将在于香
港举办的相约港城活动中，推出这
一针对贸易商的集聚计划，努力吸
引香港的贸易商，到宁波集聚。”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节约
成本角度来看，贸易中间商要么靠
近市场，要么靠近制造业，香港贸
易商原本就在宁波采购商品，从其
自身的转型升级角度而言，也有必
要延伸到像宁波这样的生产基地。
从宁波角度来看，这也契合宁波努
力推进的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力
争 3 年时间引进年进出口额超 1 亿
美元的贸易商10家。

拓市场、调结构、稳增长
看“蚂蚁抱团”“大象起舞”

“宁波一贯以传统市场作为主
要市场，根据今年发展趋势，我们
在新兴市场投入了巨大资金和精
力，目前已有成效。”相关负责人
指出，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出口形
势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因此，在
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需进一步开
拓新兴市场，争取更多商品进入欧
美发达国家中高端市场、大型商家
供应链体系。大力拓展“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新兴市场，尤其是提
升在中东欧、金砖五国、东盟等新
兴市场的占有率。加强与相关城市
的合作，每年至少开展 5个“一带
一路”友城互访活动。同时，推进

“千企百展”市场开拓计划。探索
形成一批境外自办展项目，协同境
内外相关贸易促进机构以“展中
展”的方式每年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举办若干个展会。提升消博
会等本土展会影响力。“到 2020
年，我市新兴市场出口比重要提高
到35%。”

在营销网络建设、培育出口自
主品牌、提升出口商品综合竞争力
等方面，无论“大象”“蚂蚁”，均
被寄予更多的期待。“目前我市正
在培育服务外贸基地，一批龙头企
业也在成形。跨境电商是近年来亮
点，在江北、海曙已形成集聚区，
力争形成生产力，而不是简单把渠
道从线下移到线上。打通平台、物
流、金融服务各环节，通过区块链
技术手段，从生产、销售、增值服
务打通。”相关负责人一口气报出
了一堆“组合拳”。此外，通过
打 造 进 口 载 体 ， 扩 大 消 费 品 进
口，推进 16+1 经贸合作示范区建
设，承接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的
溢出效应，争取进口能逐渐和出
口平衡。在此基础上，宁波还将
通过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在政策
上实现突破和创新，打造外
贸高质量发展的“宁波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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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大象起舞”，也要“蚂蚁雄兵”
打造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宁波样本”

本报记者 金 鹭
通讯员 沈琪芳

未来，以计算机芯片、物联
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将如何发展？近日，中科
院计算所相关专家、企业负责人、
高校师生等 150 人齐聚江北，就

“高通量计算与数字经济”这一主
题展开探讨。

“大数据时代下，服务器芯片
应从过去的‘求快’向‘求多’发
展。”中科院计算所高通量计算研
究中心主任范东睿表示。据估计，
到 2025 年，人类创造的数据量将
达 到 163ZB （1ZB=1000EB）， 是
2016 年的 10 倍，大数据处理对计
算的需求面临着从“高性能”向

“高通量”的变迁，“高通量”技术
应用的爆发或已到来。

“‘高通量’技术的核心是
‘体系结构级的数据流思想’，强调
强实时、低延迟以及易扩展等特

征，天生适合‘吞噬’海量大数
据。”范东睿介绍说。相较于传统
高性能处理器，高通量处理器更注
重单位时间任务处理量的提升，特
别适用于解决数据中心任务相对独
立且访存比例大的难题。而在大数
据时代，数据处理效率是系统最关
键的指标。

国务院参事、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院士石勇表示，目前我国在大数
据应用方面仍面临着多项挑战。例
如，大部分重要数据是分散的，如
语音数据、手机短信、个人行为
等。如何对这些进行收集、分析是
一大挑战。

在石勇看来，大数据应该分析
大样本，而不是“全体”，需从粗
糙中寻找精确信息，并结合处理人
的决策、预测能力等，才能科学性
地应用大数据。“大数据背后是

‘数据科学’，而数据科学是关于数
据收集、管理、转换、分析与应用
的科学，其核心是研究从数据中获

取知识。”石勇表示。
石勇指出，作为“一带一路”

重要节点城市，宁波在利用大数据
分析沿线国家、地区贸易趋势等方
面已走在了先列。下一步，应把政
府数据、企业数据、网络与开源数
据整合归集在一起，深化关联分
析、融合利用。这样才能准确回答
下列三个问题：哪些企业能够“走
出去”，走到哪里去？哪些企业值
得“引进来”，引到哪里来？我们
的产能可与哪个国家合作，合作到
怎样的程度？

“随着信息化时代发展，编程
在未来应如同识字写字一样，成为
个人必备的基础技能。”中科院计
算所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刘雷
博士说。

基于此想法，刘雷开发出一套
全新的编程系统，即使是小学生也
能简单使用。通过模块编辑，使用
者能输出某一特定功能指令，如开
关、前进、后退、转弯等，让普通

的物件具备智能。“通过这套编程
软件，普通人也能将遥控汽车改为
智能自动驾驶车，将玩偶变为可对

话、学习的智能机器人。”刘雷说。
这也将大力推动物联网发展，让人
人拥有自开发能力成为现实。

宁波如何抢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地？

用好大数据，从“求快”向“求多”发展

上海外滩、宁波三江口；陆
家嘴、东部新城；静安寺、雪窦
寺……近日，宁波城市旅游形象
与上海知名景区景点一起亮相
2018 上海·宁波 （海口） 文化
旅游推介会。这是两地旅游部门
首次携手拓展国内市场，标志着
宁波“接轨大上海，共建长三角
高品质旅游目的地”工作拉开了
帷幕。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我市将牵手沪苏皖共建高品
质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宁波将
全面接轨上海，开展全方位合
作，做好旅游品牌形象共推、入
境旅游市场共建、会奖旅游市场
共拓、旅游惠民服务共享、同城
旅游环境共治、大型旅游企业共
引六篇文章。

今年，宁波旅游上海办事处
将重点做好“一带一路”和“海
丝活化石”两大宁波旅游品牌的
宣传，全面塑造“东方文明之
都”城市形象；组织上海作家、
媒体记者来甬采风，在上海市民
中推广“弥勒”佛教朝圣和“禅
修”线路；积极推进与上海入境
国际社的合作，研发适合居住在
上海和苏南城市的 80 万外国人
的休闲度假产品，举办“老外讲
好宁波故事”“老外眼中的宁
波”视频传播和深度体验游宁波
等活动。

此外，两地旅游部门还将加
大合作，在上海旅游集散中心设
立宁波散客“旅游专区”，在上
海旅行社 600家门店设立宁波旅
游产品推广和收客专区，争取两
年内宁波旅游产品门店上线率达
到80%。

（张正伟 汤红梅）

接轨上海，共拓大市场

宁波共建长三角
高品质旅游目的地

国务院参事、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石勇在甬演讲。（金鹭 摄）

《关于加快外贸转型升级推进外贸强市建设的若干意见》
提出，到2020年，全市进出口总额力争达到1万亿元，贸易规
模在全国排名力争进位，外贸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保持在3.3%
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力争达到7.5%；跨境电商进出
口总额力争突破250亿美元，年均增长30%以上；力争外贸实
力效益企业销售额超500亿元的5家，进出口额超100亿元
的8家，出口额超50亿元的8家；“宁波出口名牌”数量达到
180个，“浙江出口名牌”和“品质浙货”出口领军企业数量占全
省份额超过四分之一；力争全市有进出口实绩企业达到
25000家，年进出口额超1亿美元企业达到200家。

宁波舟山港塔吊林立，一派繁忙。 （张燕 摄）

长三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