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历己亥年二月十九 三月初一清明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3-0003

中共宁波市委机关报 新闻热线：87000000
www.cnnb.com.cn

NINGBO DAILY

2019年3月 日 星期一25 天气：今天阴有小雨，夜里转晴；
东南风3级；9℃—15℃
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3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优至良

甬派新闻客户端 中国宁波网手机版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总第15912期
今日12版

记 者 朱宇 殷聪
宁海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

“虽说进了园区，发展好坏都
是企业自己的事，但这里的差别
租金政策，像一只无形的手，把
大家转型发展的潜力都激发出来
了。”宁波慕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入驻宁海西店小家电创业园后不
久，总经理徐建涛便筹资 3000余
万元，用于企业的自动化、智能
化改造，希望以此提高亩均税
收，尽早享受该园区的政策红利。

徐建涛口中的弹性租金政策
是西店小家电创业园扶持小微企
业的一道“特色菜”。该园区负责
人陈赟告诉记者，园区根据各入
驻小微企业对全镇经济的贡献
值，将租金标准分为 5 档，差别
化收取。以该园区最紧俏的一层
为例，每平方米月租金最高 16元，
最低 12元。小微企业入园后，园区
按企业的年销售额、税收、年出口
额、年订单量等指标，对其进行动
态考核，达到一定的指标数值便可
享受相应的租金优惠，未达到的企
业则支付相对较高的租金（与园区
外价格相近）。

“弹性租金政策既是一项激励
机制，也是一项倒逼机制，刺激
入园的小微企业扬鞭奋进，加速
前行。”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销售总监陈浩林告诉记者，以
他们现有的 2.64 万平方米厂房面
积计算，月租金最大差距可达
10.56 万元，一年下来就是 126.72
万元。

陈浩林告诉记者，震裕科技
自 2015年落户西店小家电创业园
后，始终以加速度不断成长，租
用的厂房从最初的两层增加到现
在的 12 层，年产值从 500 万元激

增至1.73亿元。“今年产品销售依
旧火爆，目前订单已排到 12 月。
待今年底 3 万平方米的新厂房投
用后，产值将超过10亿元。”

离震裕科技不远处，宁波赛
豹电器有限公司也在谋划“搬
家”。该公司总经理崔建青告诉记
者，入园前企业正处于十字路
口。如果自建厂房，大量资金转
为固定资产，以当时企业的实
力，市场上遇到些风吹草动，很
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正在犹豫
之时，西店小家电创业园伸出橄
榄枝，让其下定决心入园发展。
在园区孵化近 4 年，赛豹电器已
度过资金相对短缺的阶段。明年
2 月 ， 赛 豹 电 器 将 告 别 租 户 身
份，搬入自建的新厂房，预计三
年内年产值可达1.6亿元。

在西店小家电创业园，小微
企业的销售、税收等每上一个新
台阶，都能对照政策享受相应的
租金优惠，如果被列为宁波市

“3315”C类及以上企业或者宁海
县战略型新兴企业，还有更大力
度的租金优惠……

“为贡献大的小微企业减免部
分租金，看似政府‘吃亏’了。
但从长远看，小微企业成长后带
来的税收远高于减免的租金。”西
店镇镇长王彪平告诉记者，作为
宁海县的工业重镇，西店拥有
3000 余家小微企业，如何让量大
面广的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是西店工业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的重中之重。

“西店小家电创业园通过弹性
租金政策，引导广大小微企业树
立‘亩均论英雄’的发展理念，
不失为一条撬动地方经济转型升
级的有效途径。”市经信局相关负
责人说。

让“小利” 获“大利”

弹性租金引导小微企业
“亩均论英雄”
—— 关注“小微入园”系列报道⑤

本报讯 （记者王珏 镇海区
委报道组倪寅初 通讯员肖锋）
近日，在镇海区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中心调解员刘芳的帮助下，骆
驼街道居民黄杭军拿到了被拖欠
近两个月的劳务费。“自己东奔西
跑了十来次也没解决，找了‘信
访超市’，第 10 天就拿到了拖欠
款。”黄杭军感激地说。

镇海区在全省率先创建并实
体运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
实现群众信访“最多跑一地”。

“这里像超市，可一站式满足群众
寻求的各类矛盾纠纷解决方案。”
矛调中心主任余春坤介绍，这也
是“枫桥经验”在镇海落地再升
级。2015 年至今，“信访超市”
累计调处矛盾纠纷 3500多件，接
访调处成功率达 98.6%。去年，
镇海被评为全省首批无信访积案
县 （区）。

以“访调对接、多元化解”
为特色，“镇海经验”形成可复制
的信访工作样板。20 多个部门联
合办公，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总枢纽，将问题化解在当地。司
法、法院、人社等部门 20多个窗
口有机联动，形成矛盾调解、诉

讼服务、法律援助、劳动仲裁、
信访调处的“五位一体”运行机
制。“打破传统信访工作部门间流
转的空间阻隔，杜绝‘踢皮球’
现象。”余春坤说，目前，“信访
超市”实现一般性质矛盾当场调
处回复，需跨部门协调的 7 日内
答复，重大矛盾回复时间不超过
一个月，“轻小易”不再拖成“老
大难”。

今年 2 月，矛调中心全省首
创式引入法院速裁庭，简易案件
直接就地开庭。“上午立案，下午
可开庭速裁。”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副庭长张凯月介绍，完善的访诉
对接平台为群众提供了“一条龙
服务”。

基层治理创新为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注入强大生命力，成为“信
访超市”的坚实基底。全区 700 多
个网格和各类矛盾调处社会组织
织就“微治理”大网，及时将矛盾纠
纷苗头消弭。网格长、志愿调解员、
公益律师等组成信访代办员队
伍，形成全域信访“流动超市”。
代办员全程代办、全域代跑、全
事代处，群众“一次都不用跑”
就能解决矛盾纠纷。

“信访超市”提供一站式服务

镇海矛盾纠纷调解
“最多跑一地”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北仑区
委报道组陈盛竹 通讯员龚雯雯）

“科技金融贷款，真是解了我们的燃
眉之急。”近日，得知企业 400 万元
非抵押、免担保信贷申请获得银行
批复后，大智机械公司财务负责人
喜上眉梢。该负责人表示：“企业正
要引进新设备、开发新产品，这批资

金来得太及时了。”
科技“牵手”金融，为越来越多

科技型中小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2016 年，北仑区正式启动科技
金融工作，设立“科技金融风险池”，
建起政府托底、无抵押、免担保的纯
信用贷款机制，专项扶持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统计显示，截至今年 2

月，风险池已累计发放科技金融贷
款56笔，投放金额近1.5亿元。

缺少资金、没有抵押物、无人担
保，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初创期往往会
遭遇这样的困境。有效利用财政科技
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向科技型企业倾
斜，缓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成为近
年来北仑高水平推进双创工作，实现
科技创新引领经济转型的关键。

“在北仑注册，经认定的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宁波市创新型初创企
业、科技孵化器企业等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都可以申请这项贷款业务。”
北仑区科技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风险池共安排资金 1000 万元，
按照 10倍放大的杠杆效应来算，每
年可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 1亿元
信贷资金。

有了金融助力，一批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的“小巨人”为经济转型
注入活水。前年，蓝润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获批 400 万元的科技贷。
利用这笔资金，公司联合浙江科技
学院成立了实验室，专注技术研发。
通过产、学、研深度连接，企业积极
实施汽车后市场蓝海战略，产品涵
盖车用油、船舶用油、工业用油、润
滑脂等领域，成功为众多知名企业
进行定制化服务。

数据显示，去年，北仑区新增省
科技型中小企业 164 家，新增省高
成长性科技型中小企业 30家，新增
数量均位居全市前列，基本覆盖汽
车零部件、智能装备、新材料、模具
等区域特色产业领域。

北仑深耕科技金融助力中小企业成长
科技金融风险池3年累计发放贷款近1.5亿元

本报讯（记者林海 奉化区委报
道组黄成峰 通讯员周力）昨日上午，
2019奉化海峡两岸桃花马拉松在溪
口开跑。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半
程马拉松、欢乐跑三个项目，吸引了
海峡两岸及美国、英国、西班牙、新加
坡等地选手参赛。8500余名选手从溪

口武岭门出发，途经萧王庙“天下第一
桃园”、全国新农村样板滕头村、网红
打卡地“世外桃源”……最终，王平、李
淑云分获男女全程组冠军，张孝杭、陈
幼芳分获男女半程组冠军。

上图：海峡两岸桃花马拉松现
场。 （胡龙召 摄）

春风作马花似锦
奉化海峡两岸桃花马拉松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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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起下调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

30年摆渡450万人次

宁波唯一农渡女船长上了央视

新华社摩纳哥 3 月 24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4 日同摩纳哥亲
王阿尔贝二世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应亲王殿
下邀请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
问。这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摩
纳哥。我们两国相似的民族性格和
共同的精神追求，使得我们相知相
亲。中摩建交 20 多年来，双方始终
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当前，中摩双
边关系稳步发展，务实合作与时俱
进，尤其是在环保、电信、移动支付
等新领域走在中欧合作前列。中摩
关系已成为不同大小、不同历史文
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交往的
典范。

习近平强调，我同亲王殿下在
半年内实现互访，体现着中摩关系
的高水平。双方要牢牢把握双边关
系的正确方向，不断巩固传统友谊
和政治互信，加强在联合国和国际
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和相互支持。双
方要坚持开放合作，深化互利共赢。
中方欢迎摩方积极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双方要提升两国环
保合作水平。中方欢迎亲王基金会
在中国开展环保公益行动，不断丰
富人文交流内涵。

阿尔贝二世亲王代表摩纳哥王
室、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主
席对摩纳哥进行历史性访问。阿尔
贝二世亲王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迎来建国 70 周年之际，我祝贺
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摩中关
系发展良好。摩纳哥愿拓展同中国
在科技、创新、生态环保、野生动
物保护、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

摩方高度赞赏中国在气候变化等国
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支持
中方办好明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支持并祝愿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取得成功，愿
推动摩中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
友好。

会谈前，阿尔贝二世亲王为习
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
王宫庭院时，阿尔贝二世亲王夫妇
上前热情迎接。军乐团奏中摩两国
国歌。两国元首一同检阅仪仗队。
检阅完毕，两国元首夫妇观看分列
式。习近平同摩方主要官员握手，
阿尔贝二世亲王同中方陪同人员握
手。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据新华社法国尼斯 3月 24日

电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
法国尼斯，随后乘车前往摩纳哥，
开始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意大利的国
事访问后前往摩纳哥的。在结束摩
纳哥之行后，习近平还将在尼斯开
始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同摩纳哥亲王举行会谈

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法国尼斯，随后乘车前往摩纳哥，开始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