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携手浦发银行宁波分行上演跨
境并购大戏，通过其控制的投资主体向德国汽车零部
件公司 GRAMMER AG 提出公开要约。“这次银企联
动，一个月就备齐了收购资金，让国际资本市场见证
了‘宁波速度’。”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邬
碧峰说。

GRAMMER AG 专业生产汽车内饰部件以及工
程车辆、卡车，在全球 19 个国家拥有生产和销售基
地，是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领域的“隐形冠军”。继
峰 股 份 在 德 国 设 有 合 资 公 司 ， 其 大 股 东 还 持 有
GRAMMER AG 的 25.56% 股 份 。 前 段 时 间 ，
GRAMMER AG 高层与另一股东波斯尼亚 Hastor 家

族产生分歧，让继峰股份看到了实施跨境并购的机
会。

根据德国监管部门的规定，中方此次并购必须启动
要约收购程序。浦发银行总行与分行联动，为宁波继弘
投资有限公司设计了融资方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里 ， 各 项 融 资 举 措 一 环 套 一 环 ， 使 并 购 GRAM-
MER AG 股权项目第一阶段任务按时完成。“接下
来，我们将根据德国要约收购的比例确定收购资金，确
保项目顺利实施。”邬碧峰说。

作为此次并购的合作方，浦发银行宁波分行行长孙
轶卿表示，将协助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做好后续工
作，同时积极探索和推出供应链融资、股权直投等创新
产品，支持宁波经济转型升级。

浦发银行宁波分行携手
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跨境并购德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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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周永卫） 近日，位于江北区的康
赛妮集团举行总结表彰大会，出
资千万元重奖优秀职工，并生动
地展示了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和
战略布局，让现场近 500名职工
有了获得感。

据悉，康赛妮集团创办于
1999 年 ， 目 前 拥 有 上 千 名 职
工。该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羊绒
纱线出口企业和国家制造业单
项冠军示范企业，并荣获浙江
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等多个荣
誉称号。

表彰会上，为感谢全体参与

公司建设的职工付出的辛勤和努
力，同时勉励他们忠诚、爱岗、敬
业，康赛妮集团出资千万元重奖优
秀职工，２名荣获“卓越贡献奖”
的员工分别奖励 50 万元、价值 50
万元的全新宝马车，5名荣获“突
出贡献奖”的员工分别奖励 25 万
元、20 万元或豪华汽车，16 名荣
获“重点贡献奖”的员工分别奖励
25 万元、20 万元、15 万元安家补
贴，另有 168名职工荣获“忠诚员
工奖”，每人奖励现金 1 万元。通
过表彰活动，广大职工亲身体验立
足本职推进企业发展所取得的成
就，增强了获得感和自豪感。

江北一企业出资千万元重奖员工
设立“忠诚员工奖”，让现场近500名职工有了获得感

图为企业员工获奖全新宝马车。 （徐欣 周永卫 摄）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冯罗鑫 童晓海） 有些时候，一杯
水、一个动作，甚至一句最简单的
问候，就能在一瞬间温暖人的心
灵。最近，象山民警开车灯为骑车
的老人照亮回家路，慈溪民警夜间
巡逻被路人竖大拇指点赞，都让人
心暖暖的。

最近几天，有一张照片在网络

上很红。照片中一名夜宵店老板冲
着镜头大方地竖起大拇指，笑容可
掬。这张照片摄于 11 月 2 日晚上，
慈溪逍林老胡子夜宵店的程老板站
在自己的店门口，为经过的巡逻民
警竖起大拇指：“有你们巡逻，我
们做生意才安心踏实！”

程老板是安徽人，24 年前来
到慈溪打拼，如今经营着一家小有
名气的夜宵店。他说，给巡逻队竖
大拇指是有感而发，因为做晚间生
意最怕的是吃“霸王餐”或者借酒
劲打架斗殴。路面上不时出现巡逻
民警，自然威慑力十足，宵小不敢

放肆。“大晚上的，他们还在巡
逻，也挺辛苦的，竖个大拇指也是
应该的。”

记录下这一暖心瞬间的是逍林
派出所民警孙松望。他告诉记者，
当晚 8时许，他和民警徐城以及其
他队员沿着樟新南路由南往北进行
日常夜间巡逻。经过一家夜宵店
时，就看到老板冲着他们竖起了大
拇指。“瞬间感觉心里很暖，这是
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当时就想把这
个瞬间记录下来，老板看到我在拍
照，也非常配合地摆 pose!”一个动
作，传达着一声道谢，给民警带去的

是感动，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无独有偶，10 月 27 日晚上，

象山的秋夜已带着丝丝寒意。如同
往常一样，象山交警驾驶着警车在
当地新桥镇大下线巡逻，突然发现
前方有一老伯正骑着人力三轮车在
摸黑前行。跟了一段路程后，他们
发现老伯正在“借”光前行——后
方来车的灯光为他指明了道路。随
后，警车上的众人做了一个决定：
警车随行，为老伯“点亮”回家的
路。就这样，警车随行了两公里，
充当光源，一路“护送”老伯到目
的地……

民警夜间巡逻群众竖大拇指 警车为回家老人“亮灯”

有时暖心只需要一个简单动作

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这些
天，宁波的大街小巷大批量地出现

“节日促销”的横幅，保税区、杭
州湾新区的大型仓储基地也忙碌起
来，为“双十一”做好准备。

今年“双十一”迎来“十周
岁”的生日。与刚诞生时的纯电商
节庆相比，如今的“双十一”越来
越多元、越来越立体，开始顺应

“新零售”的趋势向线下转移。
与阿里巴巴联系紧密的银泰冲

在了最前线。记者了解到，银泰百
货旗下的 62 家门店都会参与此次

“双十一”，成为天猫指定的城市主
会场，而宁波则当仁不让地成为浙
东地区主会场。据悉，银泰已在实
体门店实现“线上线下同款同价”，
并承诺出现差价后主动赔付，还计
划招聘“同价精算师”帮助消费者

“找茬”，以此提升门店的吸引力。
此外，鄞州万达、天一广场、

海港城等购物中心也将“双十
一”视为全年最重要的引流时
段。“过去，‘双十一’和购物
节、美食节泾渭分明，如今却水
乳交融，彻底打破了线上线下的
壁垒，实现了优惠价格和优秀品
质的共享互通，让消费者购物更
便利、体验更丰富。”市商务委
相关负责人说。

前段时间，支付宝口碑还在
宁波开了一场发布会，宣布将口
碑、饿了么、盒马、大润发、银
泰商业等线下商业品牌拉入“双
十一”的阵营，不断提升线下
业态的权重。“我们的‘双十
一’促销覆盖餐饮、娱乐、健
身等十类生活服务领域，至少
和 20 个城市商业广场、15 万家
门店、30 万家重点商户进行合
作。”口碑浙江大区资深运营李
叶虎表示。

“双十一”：
线下先热闹起来
银泰门店实现“线上线下同款同价”
并承诺出现差价主动赔付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朱斌） 碧云天，黄叶地，金
黄满枝，又到了一年一度欣赏银杏
的季节。在海曙区横街镇原芝岭村
所在地，一片古银杏群正呈现一年
中最美的景致。

前天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
位于溪下水库上游的这片古银杏群

依溪坑而立，与蓝天交相辉映。高
大挺拔的树木落叶缤纷，金黄的落
叶、清澈的溪坑、点点鹅卵石，共
同构成一幅绝美的古村银杏图。

附近一村民告诉记者，这片古
银杏群为野生，有 42棵。每到周末，
很多游客慕名前来拍照、游玩，这几
天应该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

横街古银杏群到了一年最美时

横街镇原芝岭村古银杏群。
（陈朝霞 张立 摄）

新华社上海11月10日电（记
者于佳欣 周蕊） 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于 10 日闭幕，此次进博
会交易采购成果丰硕，按一年计，
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

这是记者从此间召开的闭幕新
闻通气会上获悉的。进博会是迄今
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
国家级展会，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
一大创举。在当前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举办进博会是
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

措，也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
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
动。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
成海说，在 578.3 亿美元意向成交
额中，智能及高端装备展区成交额
最高，为 164.6 亿美元；其次是食
品及农产品展区，成交 126.8 亿美
元；汽车展区成交 119.9 亿美元；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成交57.6
亿美元；消费电子及家电展区成交
43.3亿美元；服装服饰及日用消费

品展区成交33.7亿美元；服务贸易
展区成交 32.4 亿美元。此外，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意向成
交47.2亿美元。

本届进博会以“新时代，共
享未来”为主题，共吸引了 17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
3600 多家企业参展，超过 40 万名
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展
览总面积达 30 万平方米。截至 11
月 10 日中午 12时，累计进场达 80
万人。

5 日召开的首届虹桥国际经贸
论坛上，举行了“贸易与开放”

“贸易与创新”“贸易与投资”平行
论坛。此外，还同期举办了虹桥国
际财经媒体和智库论坛。

专家表示，进博会达成丰硕成
果的背后，是全球企业对中国 13
亿多人口大市场的看好，是对中国
进一步扩大开放前景的看好。扩大
进口将进一步促进中国企业转型升
级，更好地推进高质量发展和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首届进博会交易采购成果丰硕
按一年计，累计意向成交578.3亿美元

11月9日，直升机进行跨海放
索作业。当日，一架直升机从舟山
市定海区册子岛海边升空，牵引着
用于输电线架设的钢丝绳飞跃西堠
门航道，顺利导入西堠门大跨高塔
架线滑轮，这标志着舟山 500千伏
联网输变电工程西堠门大跨越段开
始架线作业。

西堠门大跨高塔坐落在舟山金
塘岛和册子岛，全高 380米，跨越距
离 2656 米，创下输电铁塔高度、总
重、基础根开、塔头尺寸等一系列世
界纪录。 新华社发（姚峰 摄）

世界最高输电铁塔

直升机跨海
放索顺利完成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0 日电
（记者罗沙） 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
案例研究院近日举办的“案例大讲
堂”上，法律界人士建议完善相关
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在刑法中设

立“妨害安全驾驶罪”，明确对公
交车司机实施犯罪行为的定罪量刑
标准。

本次“案例大讲堂”的主题，
是对正在驾驶公交车的司机实施违

法犯罪行为如何认定法律责任，如
何预防、规制以及立法完善等。与
会人员围绕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
件等多起各地公交车上相关案件开
展研讨，其中多起已审结案件中的

乘客被判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并获刑。

部分审理过此类案件的法官表
示，乘客一旦作出拉拽方向盘等行
为，就会导致行驶中的公交车处于
危险状态。对于乘客是否构成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要根据
当时公交车内乘客数量、行驶状
态、车外环境等因素来综合慎重考
量，不能将是否造成交通事故或其
他后果作为唯一标准。

法律界人士
建议刑法设立“妨害安全驾驶罪”

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关起门来搞建设不会成功，
开放发展才是正途。

“中国将始终是全球共同开
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将始终是
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中
国将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
大市场，中国将始终是全球治理
改革的积极贡献者！”在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
中，习近平主席深情回顾改革开
放 40 年来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
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世界郑
重宣布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五
个方面重大举措，彰显了中国扩
大开放的坚强决心，展现了中国
推动全球共同开放的务实行动。

40年自力更生，40年发愤图
强，40 年砥砺前行，中国人民依
靠自己的辛勤和汗水书写了国家
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在这一
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始终敞开
胸襟、拥抱世界，坚持对外开放基
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实现了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
大历史转折。中国在对外开放中
展现大国担当，从引进来到走出
去，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为应对亚洲金
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作出重大
贡献，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过 30%，成为世界经济
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促
进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
业。40年历史充分表明，改革开放
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进步的伟
大历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
的：“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
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
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
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
是 40 年改革开放给予我们的深
刻启示。中国人民深深懂得“开放
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的道

理，更以不断扩大开放的实际行动
推动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今年
4 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
习近平主席宣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
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主
动扩大进口等一系列扩大开放新举
措，这些举措正在快速落实。在本次
进博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又宣
布将在激发进口潜力、持续放宽市
场准入、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打
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多边和双
边合作深入发展五个方面加大推进
力度。从 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更是中国着眼于推动新
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
策，旨在为各方进入中国市场搭建
新的平台。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
一系列行动充分表明，“中国推动更
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步不
会停滞！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脚步不会停滞！”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中国是推
动开放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积极倡
导者，更是坚定的行动者。正如习近
平主席所宣示的：“中国将坚定不移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高水
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
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
济的开放格局。”中国主动扩大进口，
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13
亿多人口的中国大市场，真诚向各国
开放。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
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
万亿美元。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行
动已经并必将继续证明，中国将始终
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将始
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

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
向前。顺应历史大势，把握时代潮流，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始终做全球共同
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中国就一定能够
创造新的更大奇迹，也一定能够为推
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载11月11日《人民日报》）

中国将始终是全球
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
——论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