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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潮

园区秀

同为历史文化名城，又在长三
角南翼比邻而居。相近相通的人文
历史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让宁波
和绍兴在旅游合作上拥有天然的

“同城”条件。在昨天下午举行的
“老绍兴·醉江南”2018 绍兴旅游
（宁波） 推介会上，两地旅游部门
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职工疗休
养市场，同时探索全域旅游向两地
市民免费开放。

作为“浙东唐诗之路”的主阵
地和重要节点，绍兴精心打造“唐
诗之路”文化旅游，使之成为文学
之路、山水之路、朝圣之路。作为

“文物之邦、鱼米之乡”，绍兴旅游
今年还精心打造职工疗休养游，昨
天向宁波市民正式推出“游览品味
古城文化”“寻根探源‘唐诗之
路’”“饱览畅游仙踪秘境”等三
条主题线路。此外，为了让人们共
享绍兴旅游发展的成果，目前，宁
波市民前往绍兴旅游，可以免费游
览包括鲁迅故里在内的 37 处绍兴
国有景区。

（张正伟 徐诗梦 孙亚玲）

宁绍深化旅游
“同城合作”

8月 6日 14时 20分，在宁波舟
山港穿山港区的集装箱码头，伴随
着龙门吊悬臂的抓取调运，一个个
集装箱井然有序地码入拉帕洛号
中。在未来的一个月，这艘来自地
中海航运公司的万吨巨轮，将沿着
海上丝绸之路，把宁波的货物送入
阿卜杜拉国王港、伊斯坦布尔港、
比雷埃夫斯港……

“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
澜，若履通衢。”“一带一路”倡议
5 年来，经由世界第一大港宁波舟
山港，不计其数的中外货轮沿着郑
和下西洋的轨迹，将“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延伸至更远处。

而在港区腹地，如今的四明大
地已成为中国首个 16+1 经贸合作
示范区，并以中东欧为突破口，以港
口、开放、制造业等多维优势，对接

“一带一路”大市场，借力推进新一
轮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四港联动”建设“一
带一路”枢纽

航线不断开辟，大洋不再遥
远。截至今年 7月，宁波舟山港已
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个
港口架起贸易通道，开辟集装箱航
道 249 条，其中远洋干线高达 122
条。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倡议的不
断推进，宁波舟山港致力于打造

“一带一路”最佳结合点，与沿线
近 20 个港口缔结友好港，开辟航
线近 90 条，年集装箱运量超 1000
万标准箱，占集装箱总吞吐量的比
重达四成。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
司董秘蒋伟称，宁波舟山港已成为
东南亚国家输往日韩、北美等地国
际贸易货源的枢纽。

作为一名从业 30 多年的一线
引航员，潘国华深感发展之快。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刚提
出时，引航员共有 130人，现在已
经壮大至 170 多人。”此外，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落
实，停泊港口的沿线船只越来越
大，承载量与日俱增。数据显示，
2013 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
为 8 亿吨，而 2017 年则突破了 10
亿吨，增幅为25%；同期，集装箱
吞 吐 量 从 1735 万 标 准 箱 提 升 至
2461 万标准箱，增幅达到了 42%。
去年，宁波舟山港累计作业 1.8 万
标准箱以上的超大型集装箱船舶超
过700艘次。

“一带一路”建设效果显现。
事实上，为监控这一贸易流，早在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当

年，宁波航运交易所即针对沿线经
贸参与者的实际需求，研发了“海
丝指数”。“该指数通过可量化的评
价指标，记录进出口贸易和双向投
资情况，为从事中国与沿线国家间
贸易、投资、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参
与者提供分析视角，也为政府部门
评价合作效果提供依据。”宁波航
运交易所总经理董善华说。

站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 40
米高的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北边，
来自全球各地的集装箱巨轮鱼贯进
出，117 条国际远洋干线在这里交
汇；南边，穿山支线隧道施工正
忙，铁路直通港区，油气管网联通我
国油气南北大动脉，海铁无缝联运
让货物转运更为便捷……在宁波机
场，每天有无数来自沿线国家的商
品入境，目前总航线已达241条。

梅山港区一角，数千辆高档进
口车排列有序。“‘一带一路’倡
议的持续推进，对我们具有非常好
的促进作用，公司同沿线国家的合
作更加紧密，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在国际上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中
信港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曹
文化说。此外，梅山快捷的通关速
度让他对当时的落户选择颇感欣
慰。“正常来说，从到港到通关，
一般口岸需要一周，但梅山最快只
需三天。”曹文化说，截至目前公
司到港的平行进口车数量已经超过
去年全年。

拉脱维亚开始生产
“香辣味”罐头

“这款产自拉脱维亚的烟熏鲱
鱼罐头快断货了，赶紧催一下厂
家。”昨天，宁波进口商品展示交
易中心拉脱维亚国家馆负责人邢昆
仑看了眼线上销售情况后，开始为
货源操心起来，他笑称：“这在两
年 前 ， 想 都 不 敢 想 ！” 2016 年 6
月，拉脱维亚国家馆刚开馆时，他
接触的当地好多厂商，都没见过中
国人，更没人意识到中国是一个超
级大的市场。

仅仅过了两年，迅速“觉醒”
的这些厂商，不仅愿意以宁波为切

入点，深入地研究中国市场，还开
始尝试和中国公司一起投资新的生
产线，推出“中国特供”。以邢昆
仑公司代理的拉脱维亚邦格有限公
司旗下一款鱼罐头为例，位居销量
前三的就有一款“油浸烟熏鲱鱼香
辣味”罐头。

近年来，宁波进口商品中心不
断扩大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形
成了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和保税
区进口商品市场两个片区联动、线
下实体与线上电商两类展销平台并
存、批发业务与零售业务两种方式
兼营的多元化经营格局。目前，中
心共集聚企业 1400 多家，今年上
半年实现进口额 7.1 亿美元，同比
增长 69.5%，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
实体进口消费品交易平台之一。

宁波正成为中东欧商品进入中
国市场的首选之地。以中东欧为突
破口，我市将经贸合作作为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压舱石和助推
器，不断提升宁波在“一带一路”
贸易格局中的优势。2017 年，宁
波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为 292.8 亿
美元，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比重呈逐
年上升势头。截至去年底，全市累
计批准“一带一路”沿线境外企业
和机构 590家，核准 （备案） 中方
投资32.1亿美元。其中，东南亚成
为我市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产能
合作的重点区域。

甬企加快融入全球价
值链和产业链

背靠深厚的产业集群及民营优
势，宁波“走出去”企业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量占
比超20%。

“‘一带一路’建设既需要依
托国有企业资金雄厚、国家战略意
图清晰等优势发挥好龙头带动作
用，也需要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体制
机制灵活、运营手段多样的优点，增
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对外投资的
活力、效率和影响力。”市发改委副
主任刘兴景指出，宁波作为我国民
营经济重镇，有能力为全国企业更

高水平“走出去”、探索与沿线国
家合作新机制提供经验示范。

以均胜电子为例，其在“一带
一路”沿线如罗马尼亚、波兰、马
其顿和印度等地设有 10 余个生产
基地。“这些工厂主要面向整车企
业提供汽车零部件，像汽车电子、
智能驾驶、高端功能件等，合作的
伙伴包括奔驰、宝马、奥迪等。目
前，这些海外基地有员工 5000 人
左 右 ， 每 年 的 销 售 额 接 近 50 亿
元。”均胜集团副总裁郭志明告诉
记者，均胜电子在“一带一路”沿
线设立工厂，主要基于区位、资
源、人力及未来前景等考虑，加之
这些地区有熟练的产业工人，工资
水平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不相上
下”。“相信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的推进，这些地区的潜在优势将更
加突出，我们希望提前布局，分享
机遇。”

“均胜”的考量说出了众多民
营企业“走出去”的心声。截至去
年底，全市累计批准境外企业和机
构 590家，核准 （备案） 中方投资
32.1亿美元。这其中，令市商务委
副书记鲍娴萍津津乐道的，还属申
洲针织在柬埔寨金边市宏达工业区
设立的境外投资企业申洲 （柬埔
寨） 有限公司。该公司占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现有工人超 10000
人，主要进行裁剪及缝纫工序，所
有产品出口欧美国家，去年企业增
加值占到柬埔寨 GDP近 1.5个百分
点，形成了加工生产在国外、高端
制造和设计在境内的格局。她指
出，在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情
况下，宁波企业要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突破口，加快融入全球价值
链和产业链。

在开放发展道路上探路先行的
宁波，如今已与“一带一路”沿
线 60 多个国家城市缔结了友城关
系 ， 是 中 国 - 中 东 欧 国 家 首 个
16+1 经贸合作示范区。未来，宁波
将 积 极 打 造“ 一 带 一 路 ”枢 纽 城
市，探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建立更为便利、更加互惠、更富成效
的新型贸易规则经验与模
式，为“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宁波解法”。

日前，市规划局发布《宁波保
税区、宁波出口加工区及其配套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以下
简称《规划》）。《规划》对宁波保
税区、宁波出口加工区及其配套区
未来发展方向及策略进行了明确，
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次规划范围包括宁波保税区
东区、西区、南区、出口加工区及
其配套区，总规划面积 716.1 公
顷。其中：保税区东区由太河路

（西）、海河路 （东），骆霞公路
（南）、保税北路 （北） 围合，规划
面积为 116.2 公顷；保税区西区由

保 税 区 北 路 （西 北）、 黄 河 路
（东），骆霞公路 （南） 围合，规划
面积为 120.2 公顷；保税区南区、
宁波出口加工区及其配套区分别由
泰山路 （北）、穿山疏港高速公路

（南）、富春江路 （东）、新安江路
（西） 围合，范围内面积为479.7公
顷。

具体功能定位为中国自由贸易
试验区、浙江省港航物流服务中
心、宁波制造业创新发展示范区、
区域现代服务业中心。根据此定
位，我市确定将宁波保税区打造成
为综合实力强、现代服务业发达、

土地空间集约、创新创业活跃、经
济效益良好、生态环境优美、绿色
可持续发展的保税区。

其中，保税区东西区考虑与宁
波港口、北仑主城区之间的整体关
系，及其周边、内部环境特性、功
能发展的特殊性，规划形成“一心
居中、两片比邻、两轴内聚”的结
构。

生态绿心：在大碶疏港高速公
路、太河路之间，形成大型绿野开
敞空间；强调城市功能与生态维护
的综合利用。

产研融合片：基于国家留学生

创业园、冠硕电子等区块，以西区
创业广场为中心，打造集工业、仓
储、研发于一体的产研融合片区。

临港服务片：以东区核心区为
依托，顺应“互联网+”时代，打
造现代服务业中心，形成一个集金
融、商业、服务、展示、创新、培
训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

东区发展轴、西区发展轴：分
别利用园区主干路港东大道、港西
大道，形成串联若干物流中心、企
业厂区并指向临港服务片、产研融
合片的两条功能型轴线。

另外，在保税区南区、出口加

工区及其配套区则以先进制造业为
主，整体功能明晰，规划确定空间
结构为“一心、一节点、两轴”。

一心：南区及出口加工区综合
配套区的核心单元，是以居住、商
业为主，兼具娱乐、行政办公的空
间单元。

一节点：以群创液晶光电厂区
为节点，以增值环节入手，延伸、
完善产业链，打造液晶光电产业集
聚、集群空间。

两轴 （南北融合轴、东西关联
轴）：贯通南北，以南北向的轴线
促进保税区 （南区） 与出口加工区
在空间上的融合；生活配套区引入
工业邻里的概念，容纳产业工人，
支持企业生产活动延伸或者关联的
环节。通过该轴线南区 （出口加工
区） 与配套区和谐联动。

（王岚 戚鸣）

保税区将打造成制造业创新发展示范区

继粤港澳大湾区后，又一世界
级大湾区蓝图初现。近日，浙江省
发改委通过媒体发布了浙江大湾区
目标定位、建设原则与空间布局等
具体内容，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
注。

据了解，浙江大湾区建设的总
目标是打造成为“绿色智慧和谐美
丽的世界级现代化大湾区”。具体
目标是建设“全国现代化建设先行
区、全球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区域
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到 2022 年，大湾区科技创新
能级全面提升，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城市国际化现代化水平明显提
高，高质量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根据此前战略规划内容，浙江
省将在今后 5年重点推进交通项目
共计70个，估算总投资约10000亿
元，5 年计划完成投资约 7500 亿
元，其中 2018 年将重点推进重大
项目44个。

放眼全球，主攻金融的纽约湾
区，主打科技牌的旧金山湾区和以
产业闻名的东京湾区三足鼎立，成
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此次
公布的浙江大湾区规划细则显示，
整个大湾区总体布局是“一环、一
带、一通道”，即环杭州湾经济
区、甬台温临港产业带和义甬舟开
放大通道。

浙江吹响打造世界级大湾区的
号角，作为杭州湾湾区核心城市的
宁波，会有怎样的定位？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新闻
发言人谢晓波表示，宁波的地理位
置非常独特，深水岸线很多，港口
条件非常优越。宁波舟山港是全球
第一大港，也是全球首个货物吞吐
量超过 10 亿吨的超级大港，港口
条件非常优越。打造大湾区重点是
要把前湾新区和宁波甬江科创大走
廊建设好。同时，改善基础设施条
件。宁波过江的高铁通道正在谋
划，未来宁波跟上海的联系会更密
切。

在产业方面，宁波有很好的基
础，把一些新的产业更好地发展起
来，如宁波的中科院材料所，在新
材料领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

大湾区建设也能让所有居民享
受实惠。谢晓波说，随着湾区建设
的推进，未来人们的就学、就医等
各方面配套会更完善。

（冯瑄）

浙江大湾区
建设规划出炉

“甬”者之姿舞动“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镜像中的宁波穿山港区。 （单玉紫枫 摄）

潘国华展示全球最大油轮“泰欧”号靠泊宁波的风采。
（单玉紫枫 摄）

根据中宣部统一部署，本周，18家央媒、省媒走进宁波，就我市“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展开集中调研采
访。宁波以全面融入“一带一路”的先行者之姿，绽放在媒体眼前——

宁波舟山港致
力于打造“一带一
路”最佳结合点，与
沿线近20个港口缔
结友好港，开辟航线
近90条，年集装箱
运量超1000万标准
箱，占集装箱总吞吐
量的比重达四成。

目前，宁波进口
商品中心共集聚企业
1400多家，今年上
半年实现进口额7.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9.5%，已经成为
全国最大的实体进口
消费品交易平台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