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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孙佳丽 通讯
员秦羽） 1000 余台新型物流机器
人从旷视科技机器人总部工厂走
向市场，广泛应用在电商、新零
售、医疗、食品、日用品、工业
及汽车制造等行业；和利时工业
互联网平台团队已初步组建，预
计今年可实现营收超 2 亿元；中
软国际宁波云上软件园正式上
线，首批 10家软件企业入驻……
经过近半年的建设推进，一批重
量级的项目已在宁波软件园核心
区落地生根，将成为宁波软件产
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去年，宁波市启动建设特色
型中国软件名城。宁波软件园是
特色型中国软件名城的核心载
体，其中，高新区建设的宁波软
件园3.1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将通过

“一主双极”的产业协同发展格
局，建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甬江软件谷、智慧互联湾”。
推进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项目是“硬”支撑。去年以
来，宁波高新区针对软件产业不
同细分方向开展招商引资，先后
组织了 7 场软件园专场推介会，
吸引包括华为、和利时、中软国
际、赛伯乐等 132 家企业前来落
户，总注册资金达 39亿元，其中
亿元以上企业就有 3 家。这些新

引进企业中，近半数专注于新一
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服务、物联
网、云计算及大数据应用企业超
过三成。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在北上
广深等地设立了合作招商平台，
与知名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广开
渠道，加强招商项目来源储备。
同时，将招商方式由‘点’改成

‘链’，形成产业生态。”宁波高新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高新区在软件产业储备了一
批行业引领型、配套补链型、科
技创新型、税收贡献型重点在谈
项目。

借专业平台机构之力，创新
宁波软件园建设运营新模式，该
区还委托赛迪研究院、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等国内权威机构开
展宁波软件园空间规划及宁波智
慧园区顶层设计，为宁波软件园
长远发展谋篇布局。

根据计划，到 2022年，宁波
软件园初具规模，收入过亿元企
业超过 50家，汇聚领军型高端创
新创业人才超过 300 名，打造 15
个以上软件创新服务平台，新增
20 家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等重
点研发机构。园区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收入突破 800 亿元，占宁波
市软件产业收入比重达到50%。

130余个“硬”项目提升“软”实力

宁波软件园
核心区建设渐入佳境

本报讯 （记者单玉紫枫） 跨
境 电 商 成 为 宁 波 商 务 的 “ 新 名
片”。记者日前从市商务局获悉，
2018 年，全市累计实现跨境电商
进出口额 1093.66 亿元 （166.11 亿
美元），同比增长 76.97%，再创历
史新高。

优越的港口条件、发达的集疏
运体系以及长三角庞大的消费群，

是培育宁波跨境进口产业的沃土。
宁波现有跨境进口仓总面积 80 万
平方米，商品备案超43万个。

去年，宁波加快跨境电商与传
统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外贸转型
升级。豪雅、乐歌、萌恒、方太、
公牛、格兰家居等一批传统企业早
已告别贴牌代工、低价竞争，通过
主动重构生产链、供应链、物流
链，逐步成长为年销售额数千万美
元甚至上亿美元的行业大卖家，并
带动整体产业提质增效。据测算，
宁波企业在亚马逊等国际性跨境电

商平台开设店铺超 1.5 万家，带动
直接就业1.84万人、间接就业6.36
万人，跨境电商成为宁波外贸增长
的强大引擎，2018 年占全市外贸
总额的12.75%。

宁波跨境电商综试区通过打造
“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
注册、商品备案、业务申报、资质
查询等10方面150多项服务，累计
备案试点跨境电商企业 1549 家，
累计单证放行超过 1.28 亿单。12
个市级跨境电商园区各显优势，海
曙服饰家纺、鄞州五金工具、余姚

家电、慈溪家电、宁海家具等五大
省级产业集群与跨境电商实现融合
发展。

我市还积极构建海、陆、空、
邮全方位立体化的跨境电商物流生
态链，大咖纷至沓来：顺丰在甬建
设 50 亩储存中转场，网易投资 10
亿元全力打造 27 万平方米全球跨
境母仓，阿里巴巴多点布局 10 万
平方米“天宫”系列大仓，与宁波
保税区网易仓、杭州湾菜鸟仓、小
红书华东仓等共同构成全国最大的
跨境进口仓储体系。

坐拥全国最大进口仓储体系

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同比增长76.97%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永
轩） 记者从全市税务工作会议上获
悉，去年市税务部门在精准落实减
税降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成
效显著。全年共办理减免税 497.03
亿元，同比增长 14.0%，其中，鼓励
高新技术政策减免83.08亿元、支持
小微企业发展政策减免 30.29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37.1%、49.2%。

同时，出台“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20 项措施、优化税收营商环
境 66 条举措、促进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 32 条新政，创新实施“众
星捧月”三年行动计划，解决企业
个性化涉税需求 150余个；进一步
深化拓展“银税互动”，向 31家商
业银行开放线上接入平台，累计帮
助 15.81 万户纳税人融资 1662 亿
元。创新推出承诺注销制，便利
1.88万户纳税人。

落实出口退税相关政策，全年
办理出口退 （免） 税 678.20 亿元，
同比增长 9.3%，规模稳居全国第 6
位。平均退税时限缩短至4.72个工
作日，走在全国前列。

机构改革，服务先行。去年，市
税务部门完成全市 93 个服务厅整
合和“一厅通办”，并升级“最多跑一
次”“全程网上办”两张清单，涵盖
10 类 141 项涉税事项，加码推广容

缺受理、承诺亮相、离厅即访、24小
时投诉处理等服务举措，提速大厅
办税实现“最多等一刻”，提效自
助办税实现“最多 5 分钟”，提高
12366 热线服务质效，全面提升社
会各界对改革的获得感。

在深入推进税制改革方面，个
人所得税第一步改革惠及全市 260
多万名纳税人。市税务部门广泛开
展调研督导，密集组织 3轮辅导培
训，覆盖9.85万家扣缴义务单位和
154.75 万名自然人，12366 热线日
均接听来电 400余个，为纳税人答
疑解惑。

我市去年办理减免税497.03亿元

春节将至，年味渐浓，宁波街头处处洋溢着春的气息。瞧，连东门
口的公交车站台也装扮一新，喜迎新春。

（刘波 摄）艳艳中国红

新华社北京 1月 28日电 （记
者林晖）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己亥
猪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28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
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
迎佳节。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
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
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
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
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
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
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
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
高云龙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
王明明等应邀出席。应邀出席的还

有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何厚
铧、梁振英，已退出领导岗位的各
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原主
席、第一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

高云龙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辞。他
表示，2018 年，全国上下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
导下，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深刻变化
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朝着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新的
坚实步伐。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入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
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成
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献计出力。
在听取高云龙致辞后，习近平

讲话强调，2018 年，是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
也是多党合作事业开创新局面的一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

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
中共十九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我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
理区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及其他
各方面改革全面推进，对外开放水
平不断提高，各方面事业蓬勃发
展，完成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各
方面工作任务，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继续增强，实现了
全面贯彻落实中共十九大精神开门
红。成绩来之不易。特别是我们庆
祝了改革开放 40 周年，总结了改
革开放的成就、经验、启示，我们
对改革开放的信心更加坚定。

习近平指出，2018 年，是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换届后各项工作
的开局之年。一年来，各民主党派
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深
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开展纪念中
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 周年
系列活动，增进对多党合作初心的
认识， 【下转A7版】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
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
战线广大成员，致以新春的祝福

我们做工作就要以稳求进、以进固稳，经济发展是这样，
社会发展也是这样

在同心共筑中国梦、共创美好新时代的新长征路上，中
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有着共同的理想，也有共同的责
任，多党合作舞台广阔、大有可为

调查研究是正确决策的基本功，也是参政议政的基本功

希望大家围绕当前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强
调查研究

本报杭州电（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郑怡） 昨日
下午，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宁波代表团举行第三
次全体会议，继续审议省政府工作报告。省委副书
记、市委书记郑栅洁，省法院院长李占国，市领导
裘东耀、余红艺、宋越舜、傅祖民、翁鲁敏、王建
康、俞雷及周招社、戎雪海、张宏伟、王霞惠等参
加会议。

俞雷代表建议，省政府支持将宁波前湾新区打
造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一是支持将
前湾新区建设纳入国家长三角规划；二是支持相关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立项、开工、建设等；三是支
持新区建设通用航空机场和通航产业园；四是支持
进一步扩大新区空间优势；五是支持向新区倾斜布
局一批产业类、创新类、设施类等一体化合作示范
项目。

张凯代表建议，省政府将宁波作为浙江省 5G
应用和产业发展创新试点城市，并向工信部推荐宁
波作为全国试点城市；优化通信基站的环保审批环
节，营造良好氛围；加强存量基站共享，督促各运
营商存量天线优化归并，推进“多杆合一”管理办
法。

李飒代表建议，省政府将能源“双控”指标的
考核方法调整为能源“双控”指标考核和行业对标
考核相结合的新模式；从产业规划、政策扶持、资
源要素保障等多方面支持宁波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
产业集群；以动力能源和工艺所耗能源作为测算口
径，合理测算石化、煤化工项目的能耗。

许信龙代表建议，省政府加快推进沪甬跨海通
道前期工作。向上对接积极寻求相关部委支持，争
取将此项目纳入国家发改委的综合交通中长期规划
和交通运输部的长三角区域综合交通规划；加快项
目前期工作，做好陆域和海上通道的规划控制，加
强土地、项目审批的保障力度，争取早日开工建
设。

张芳代表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
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建议省政府支持宁
波打造特色型中国软件名城。一是建立部省市协同
推进工作机制。二是支持宁波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三是支持高等教育资源及重大创新机构布局宁波。

杨丽华代表建议，省政府加强金融支持实体经
济，引导金融资源“脱虚回实”，支持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发展；借鉴并推广“宁波经验”，通过保险
市场化的手段为小微企业提供信用保证；建立省级
层面的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宁
波
代
表
团
继
续
审
议
省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国内成品油零售价上调

1.7万人次报团出境过春节
市民出行前要做好四大准备

240多个母婴室可用百度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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