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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谢挺 北仑记者站陈盛竹） 几天
前，盛威集团将一批价值 10 多万
美元的机柜运往阿尔及利亚，客户
将用于存储数据服务器。从五六年
前开始，盛威就开拓非洲市场，目
前每年机柜贸易额 100 多万美元，
保险箱贸易额约125万美元。

宁波盛威计算机网络设备有限
公司销售总监殷永平说：“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非洲基

建水平将大幅提升，区域经济的提
升将激发产品需求，因此我们看好
非洲市场，并已开始积极布局。”

近年来北仑区对非贸易额逐年
增加，今年截至目前，对非贸易额
已超 16 亿元。对非贸易中，北仑
区主要出口日用消费品，包括服
装、食物、饮料、塑料制品等；主
要进口原材料，包含矿产品、原木
浆等。

这几天，宁波美博进出口有限

公司的一集装箱日用消费品正在装
货，准备运往摩洛哥。美博财务负
责人告诉笔者，非洲市场主要需求
这些小商品，去年企业出口 1000
多万元，同比增长超过100%。

近年来，北仑区涌现了宁波亚
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
开发区汇星贸易有限公司等进出口
贸易额超亿元的企业。

贸易节节攀升的背后，是物流
行业的全力支持。记者在霞浦物流
园区的宁波兴港货柜霞浦冷链物流
中心看到，操作员正把从非洲进口
的橙子搬入冷库存储，准备运送到
客户公司。目前，霞浦物流园区已
有不少物流企业开展对非贸易。伴
随仓储条件的不断提高，进口的水

果等农副产品有了更好的保鲜保
障，从而促进了口岸对非贸易额的
增长。

尽管非洲消费水平还不高，但
北仑已有企业着眼未来。上个月，
在梅山港区，一辆辆吉利汽车驶入
滚装船，850 辆吉利汽车出口到埃
及等“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沿线国家。近年来，吉利积极开拓
非洲市场，以经济型轿车满足非洲
家庭的用车需求，去年出口 5000
多万元，同比增长六成。

“目前同非洲的贸易额占比还
很小，非洲市场对企业来说大有可
为，特别是中非交流日益紧密，企
业有望迎来新一轮机遇。”北仑区
商务局负责人说。

中非交流日益紧密带来机遇

北仑借力“一带一路”布局非洲市场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 宁波改革开放40年印迹 ——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李传斌 刘御芳）根据 2018省
海洋伏休禁渔通告，今天中午 12
时，东海将结束为期 4 个半月的
伏季休渔，全面开渔。我市最后一
批 2313艘拖网、帆张网等作业渔
船将陆续出海，开展捕捞生产。

此前已有两批次渔船按规定
开捕，第一批2113艘围敷网、桁杆
拖虾、笼壶和刺网作业渔船于8月
1日开捕，第二批224艘帆张网以
外的张网渔船于8月16日开捕。

16 日解禁出海的第三批渔
船主要捕捞带鱼、鲳鱼、鳗鱼等经

济鱼类，也是海捕渔业的“主力部
队”，大的拖网渔船出海一趟作业时
间长达一个月。按照惯例，渔运船会
在两三天后运回开捕“第一网”渔获
物。中秋、国庆期间，大量东海新鲜
海鲜将集中上市，丰富市民餐桌。

据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负责
人介绍，东海全面开捕后，渔政执法
部门将联合公安边防、海警等部门
开展海上常态巡航执法，重点打击
拖虾渔船非法使用电脉冲，拖网、帆
张网渔船非法使用多层囊网，以及
拖虾渔船、拖网渔船擅自进入底拖
网禁渔区线违规生产等行为。

今日12时东海全面开渔
市民两三天后可尝鲜“第一网”

记 者 孙佳丽
通讯员 严世君 吴晓琳

早上5点多，年近80岁的马
兆民就起床了，草草吃完早饭就
踩着三轮车，开始了一天的拾荒
生活。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群这
样的“破烂王”，他们住在老小
区密集区域的某个角落，是城市
管理的一大难题。但是在奉化
区，像马兆民这样的“破烂王”
却慢慢变成了“正规军”，因为
最重要的“破烂王”住宿及废品
摆放问题已彻底解决。

原来，在奉化区岳林街道新
鲍村，有一片拾荒者公寓，里面
聚 集 了 奉 化 区 95% 的 “ 破 烂
王”。公寓共有 4 幢楼，总投资
超过 3000 万元，每个房间面积
约 30 平方米，厨房、卫生间、
阳台等一应俱全，拾荒者只需购
置一些寝具和餐具就能入住。如
今，144 户拾荒者家庭约 450 人
入住公寓，他们只要承担少量租

金和水电费，管理和损耗费用都由
政府“埋单”。公寓的建成使“破
烂王”的废品摆放问题也得到解
决。在公寓区的对面，是一片占地
5000 平方米的货棚，那里正是拾
荒者们临时堆货的场所。

中午 12 点左右，李冯骑着电
动三轮车来到了货棚，开始整理刚
收购回来的废品。“纸箱子、塑料
瓶、铁、铝都得分开放置，当天下
午就会有人开着大货车过来收购，
可方便了。”李冯处理完废品，就
回到公寓里，妻子刘翠正等着他一
起吃午饭。“儿子已经在附近的民
工子弟学校上学，住在这里真有一
种家的感觉。”李冯说。

据了解，这是浙江省第一个由
政府“埋单”并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拾
荒者公寓。“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拾
荒者是不可缺少的。拾荒者公寓，不
仅能让拾荒者更好地认同、融入这
个城市，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也有
助于改善城市面貌和资源的回收利
用。”公寓管理人员李太峰说。

拾荒者公寓
给144户“破烂王”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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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开幕还有距开幕还有 44 天天

（（99月月2020日至日至99月月2727日日））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员
徐伦 毛培竹） 宁波舟山港集团昨
日发布消息，截至9月15日，宁波
舟山港今年以来已累计完成集装箱
海铁联运业务量40.2万标准箱，同
比增长 48.4%，超过去年全年总
量。

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业务起步
于 2009 年，依托海运航线与铁路
线的紧密衔接，沿着“丝绸之路经
济带”、长江经济带及周边地区布
设业务点，积极推进内陆各业务点
至港口的海铁物流通道建设。2017
年，宁波舟山港完成海铁联运业务
量40.1万标准箱。

目前，宁波舟山港已开通集装
箱海铁联运班列 12 个，业务范围
涵盖 15 个省市 （自治区） 的 44 个
城市。

宁波舟山港

集装箱海铁联运业务量超去年全年

记 者 龚哲明
通讯员 柳 翼

〚事件〛
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的

‘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的号召。（1984年8月1日）

包玉刚、王宽诚、邵逸夫、曹
光彪、李达三……一个个赫赫有名
的人物，有着一个共同的家乡宁波，
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号“宁波帮”。

“宁波帮”是中国近代第一商
帮。海内外“宁波帮”人士虽漂泊四
方，但爱国爱乡之情坚定。斗转星
移，“宁波帮”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
共同的精神品质，被概括为：树高不
忘根的赤子情怀、不甘居人后的开
拓精神、大海容百川的开明思想、至
实而无妄的诚信品德、励业重义理
的互助风格。正是“宁波帮”精神的
强大支撑，使得“宁波帮”这一群体
在百舸争流中凝聚坚固。

1984 年 8 月 1 日，改革开放总
设计师邓小平在北戴河发出了“把
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
设宁波”的重要指示。这声语重心
长的召唤，让海内外全体宁波人热
血沸腾。

很快，主要从事海内外“宁波
帮”团结发动、联谊联络和协调服
务工作的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出
现了，并相继在上海、天津、杭州
等 15 个城市成立相关组织。港澳
台等地的“宁波帮”人士也纷纷加
入合力兴家乡的阵营，由此开启了
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

如果说宁波港是宁波改革发展
最大的资源，那么“宁波帮”就是

宁波改革发展最为独特的优势。

慷慨解囊回馈桑梓

1986 年，包玉刚捐赠 2000 万
美元，首倡创办宁波大学。从此，
蓬勃发展的宁波大学，成为海内外
新老“宁波帮”人士合力建设家乡
的典范之作。

向宁波大学捐资兴学的，除了

包玉书与包氏姐妹等包氏后人，还
有邵逸夫、王宽诚、曹光彪、李达
三、赵安中、汤于翰、顾国华、朱
英龙等大批“宁波帮”人士。走在
幽 静 校 园 里 ， 50 多 幢 以 “ 宁 波
帮”人士及家人名字命名的大楼，
共同见证了宁波大学在 32 年风雨
中，从一个“婴儿”成长为入选世
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巨人”。

1987 年 11 月起，台北市宁波

同乡会成立服务小组，协助同乡返
乡，并积极联络台湾经济界人士多
次组团赴宁波参加浙洽会、服装节
等活动，多次接待宁波市重要文
化、经贸等赴台团组，促进甬台两
地交流交往，增进两地乡亲、乡
情、乡谊。毛葆庆就是其中活跃的

“宁波帮”人士之一，经常一年数
次往返于甬台两地，牵线搭桥、捐
资捐物不遗余力。“能为故乡同胞
出一份心力，尽一份义务，是我毕
生的荣幸。”这位老一辈“宁波
帮”人士深情地说。

在老一辈“宁波帮”人士身体
力行感召下，“宁波帮”的二三代
也纷纷加入，出现了“父子共捐、
夫妻共捐、兄妹共捐、朋友共捐”
的新现象，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
市侨办的统计资料显示，从 1984
年 到 2017 年 底 ， 仅 海 外 “ 宁 波
帮”人士就向宁波捐赠 4137 笔，
总捐资额 20.07 亿元人民币，为我
市教育等公共事业发展、培养各类
急需建设人才、优化发展环境等作
出了积极贡献。

投资兴业共筑繁荣

三江口潮涨潮落，迎候南来北
往的游子，留下一批又一批宁波商
人对家乡的赤子深情。

西中友好协会会长、西班牙籍
华人朱光然，香港启发集团徐鸣
翔，香港明记制造叶泰海，香港华
信集团徐旭昶等，相继回甬投资。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聆听着家
乡亲人的召唤，这些漂泊四方的游
子义无反顾地回来了……

【下转第4版】

“宁波帮”合力兴家乡

右图：海铁联运集装箱在装
卸中。（毛培竹 俞永均 摄)

2018 年 1 月 17 日，市政协组织港澳委员和港澳台侨事务顾问赴北仑
开展视察活动。 （市政协研究室供图）

本报讯（记者张正伟 江北
记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何慧丽）
不收担保费、不设反担保条件、不
让企业多跑腿……近日，宁波正
德担保出面，帮助宁波惠之星新
材料有限公司从国开行宁波分行
融资 1000万元，用于购置生产设
备和新产品前期研发。作为江北
区唯一的政策性担保机构，正德
担保目前已为辖区中小企业提供
融资担保12亿元。

“我们在全市首创科技金融
政银合作模式，政府、银行、政策
性担保公司携手做好对科技型中
小企业的信贷工作。”江北区金融
办相关负责人说，目前参与政策
性担保体系的合作银行达到 13
家，累计已向 68家企业发放科技

金融贷款 2.29 亿元，且没有产生一
笔不良记录。在最近召开的江北区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工作座谈会上，
江北区 6家成长型企业累计获得银
行信贷支持 13.1 亿元，用于现代化
改造和智能生产线建设。

在产业转型和创业创新推动
下，江北区涌现出一大批像惠之星、
长阳、赛特威尔这样的初创型科技
企业。但是，这类企业在发展初期因
为资产“轻”、可抵押物少，遭遇“融
资难、融资贵”。江北区积极发挥政
策性担保体系的作用，加大政府信
用支持力度，将区级政策性担保公
司的注册资金从5000万元增加到2
亿元，代偿比例从 70%提高至 80%，
同时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帮助企
业减少融资费用。

金融助力
江北实体经济发展
6家企业获13.1亿元信贷支持

第2版▶
2018宁波当代艺术节启幕

“中国天眼”
有望明年完成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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