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殷聪）“进入
重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示范指导
目录，并参与新材料首批次应用
保险，这是对我们产品创新性以
及质量的认可，让我们在新材料
推广应用上更有底气。”浙江净
源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陈
昊近日告诉记者，自购买新材料
首批次应用保险后，该公司加快
了 PTFE 水处理膜的推广力度。
今年一季度，该公司签约的合同
金额达 2000 万元，已超过去年
销售额，今年全年将达到 8000
万元。

新材料往往存在“首批次”
应用瓶颈。不少材料成功研发
后，企业出于时间以及风险的考
虑，常常不愿使用、不敢使用；
得不到应用验证，优化完善就无
从着手，逐渐形成了“有材不好
用、好材不敢用”的怪圈。

为打消“好材不敢用”的顾
虑，我市在国内率先出台了新材
料首批次应用保险市级补贴实施
办法。一年多来，范围更广、力
度更大、企业操作更为便捷的新

材料保险，已成为甬企加大研发力
度、推广应用、拓展市场、解决

“有材不好用，好材不敢用”难题
的利器，越来越多的新材料企业开
始享受政策带来的红利。

数据显示，我市去年已有 24
家 新 材 料 企 业 投 保 ， 保 费 金 额
6748.52 元，保险金额 22.5 亿元，
与上一年相比均增长 146.7%。其
中，宁波中科银亿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功申请国家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
险补贴。参保的产品也逐渐扩展至
石墨烯、磁性材料、膜材料、高分
子 材 料 、 高 端 金 属 等 22 种 新 材
料，涉及下游应用企业269家。

“新材料进入市场初期需要经
过应用考核，资金、时间成本较
高 ， 用 户 使 用 也 存 在 一 定 的 风
险。”市经信局原材料产业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保险创新
将企业的研发与应用“捆绑”在一
起，在降低风险的同时，极大地节
省了成本，从而让更多企业可以放
心地站上创新的“风口”。按照计
划，今年我市经信部门将进一步扩
大企业的受益面。

保险创新助力
我市新材料企业闯市场
去年保费与保险金额同比增长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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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宇） 周末的宁
波国际会展中心，因为一场以文化
命名的博览会，而成为人文交融的
舞台、创意涌动的海洋。昨日下
午，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
再次来到会展中心，与来自境内外
的文创界人士共赴一场文化的盛
会。

"Welcome to Nottingham."一
进入国际创意馆，郑栅洁就受到热
情的欢迎。来自英国创意之城诺丁
汉市的国际友人，为他佩戴上一个
罗宾汉造型的闪亮小徽章。“以前
参加过宁波文博会吗？”“你怎么看
待中英文化交流的前景？”徜徉在
充满异域风情的文创产品间，倾听
着城市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郑
栅洁不住点头。

一道低矮的篱笆，隔出了一位
英国创意匠人的工作间。郑栅洁好
奇地询问他的创作经历，还尝试着
操作那些造型奇特的工具。从英国
的创意工匠，到数字化达芬奇“跨
越 500 年的艺术对话”，从中东欧
艺术馆倡导的“让艺术温暖你的生
活”，到中国港口博物馆内穿越古
今的艺术展品，郑栅洁不时与参展
人员互动交流。“文化是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郑栅洁说，作为

“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宁波要
开展更多高水平的文化交流活动，
更好地促进文明互学互鉴、民心相
通相融。

文化宁波 2020 馆，集中展示
了宁波最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象山
影视城、宁波音乐港、书香宁波、

甬式家具馆……郑栅洁一路走，一
路感受宁波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
在宁波音乐港展区，郑栅洁饶有兴
致地体验了黑胶唱片，了解音乐港
的规划建设情况。在书香宁波展
区，郑栅洁翻开一本《写给孩子的
宁波历史故事》，问现场的宁波出
版社负责人：“这些历史故事都经
过考证吗？”当听说这些故事都来
自严格精选的正史时，郑栅洁表示
肯定，希望出版社继续挖掘好、传
播好宁波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更
好发挥滋养人、启迪人、教化人的
作用。

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等数字
技术的应用，使漫画、影视、游戏
等文创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
数字经济展区，郑栅洁细细察看了

数字建模、工业设计、新材料、艺
术文创、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情
况，希望相关部门继续推动数字技
术与文创产业的深度融合，拓宽金
融支持文创产业的渠道，推动宁波
文创产业实现更快速度、更高质量
的发展，取得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在延边州展区，身着节日盛装
的朝鲜族姑娘热情放歌；在黔西南
州展区，带着浓郁民族风情的土布
在手工织机下流淌。郑栅洁说，做
好对口帮扶工作，人文交流是基
础，要利用宁波的市场优势，帮助
对口地区做好文化产业这篇大文
章，让贫困人口有一个脱贫致富的
好门路。

万亚伟、施惠芳一同参观。

让城市因文化而更有魅力活力
郑栅洁参观文博会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本报讯（记者包凌雁 通讯
员李珏） 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公布
了首批浙江省“万亩千亿”新产
业平台培育名单，我市杭州湾新
区智能汽车产业平台入选。

什么是“万亩千亿”新产业
平台？简单来说就是具有万亩左
右空间、千亿元以上产出、以重
量级未来产业为主导的高能级产
业平台。

“打造‘万亩千亿’新产业
平台是 2019 年省大湾区十大标
志工程之一，将重点聚焦数字经
济关键核心领域、高端智能装
备、航空航天装备、生物创新药
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和前沿材料五

大未来产业。”市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我市将加大对这些产业的
扶持力度。

目前，杭州湾新区依托上汽大
众、吉利汽车两大整车企业及众多
零部件配套企业，培育创建智能汽
车省级“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
2018 年，杭州湾新区汽车产业实
现 产 值 1001.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3%。按照 《宁波杭州湾新区汽车
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到 2025年新
区智能汽车产业力争实现整车总产
量200万台、新能源汽车产量50万
台、总产值 3000 亿元的目标，成
为引领全球汽车产业科技革命的新
坐标。

杭州湾新区智能汽车产业平台
入选省“万亩千亿”培育名单

本报讯（记者徐欣 江北区
委报道组张落雁 通讯员沈梦
洁） 宁波艾科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想拓展跨境电商业务，但因为对
政策和行情不了解，一直无从下
手。今年初，在江北区商务局开
展的“三服务”走访活动中，该
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了解到这一
情况，马上联系了宁波电商经济
创新园和亚马逊宁波服务站的相
关工作人员，共同为企业提供从
店铺注册、政策解读到企业产品
的数据分析、产品选择的一站式
服务。近日，该公司在亚马逊开
起了店铺，并挣到了“第一桶
金”。

这是江北区贴心服务推动制
造型外贸企业“嫁接”跨境电商
业务的一个缩影。

该区积极引导外贸企业借

助跨境电商实现出口方式转型升
级，完善跨境电商试点企业数据
申报工作，鼓励传统规上工业企
业和限上商贸企业应用电商开展
网络零售、批发等业务，推进网
络零售规模增长。

为此，该区出台了跨境产业政
策，鼓励传统外贸企业和制造业企
业开展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在主
体培育、规模发展、投融资、综合
配套等方面给予补助和奖励，为跨
境电商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宁波电
商经济创新园区设立了电商公共服
务中心，引入连连集团等 200余家
金融服务、代理运营、人才培训、
物流快递、知识产权等相关产业链
企业，为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企业
提供全方位配套服务。该区去年跨
境电商出口额达7.56亿美元，同比
增长424.87%。

江北贴心服务助力传统企业
“嫁接”跨境电商业务

前天，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
院 18 级英语 （空乘） 专业的学
生正在进行赛事礼仪训练。本月
17 日至 28 日，亚洲举重锦标赛
将在宁波举行，这些学生将担任
开幕式各国代表队的引导员和赛
事翻译志愿者。

（刘波 李燕妮 摄）

志愿者
备战亚举赛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北仑区
委报道组陈盛竹 通讯员谢挺） 近
日，经吉利集团有关企业负责人牵
线搭桥，中电投融和融资投资租赁
有限公司旗下一新能源项目正式落
户北仑。这位负责人介绍：“今年
年初，合作伙伴正在为新能源项目
找落户地，我觉得北仑营商环境优
越，就特意向招商部门推荐，希望
促成合作。”

今年以来，北仑区大力发展
“双城战略”，百余名干部以“虎口
夺食”的拼劲，拼智慧、拼干劲，
一线“抢”商。该区主要领导表
示：“我们倡导全民招商，不是让
干部群众丢下本职工作去招商，而
是围绕新形势，构建最广泛的招商
统一战线，营造更加优越的营商环

境。”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北

仑区实际利用外资已达 1.6 亿美
元，国内招商完成38.1亿元，已签
约或准签约项目18个，投资额200
亿元，涵盖集成电路、服务业、文
化旅游、总部经济等，招商引资实
现“开门红”。

开启全民招商，构建发展大格
局。北仑区交通局干部从一条招商

信息入手，锲而不舍，引进了一家
年销售额 50 亿元的企业；市场监
管部门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缩短项
目审批时间，高效率核发工商证
件；该区投合局干部主动对接，第
一时间飞赴北京上门服务，签下注
册资金 5亿美元的投资公司……今
年以来，北仑区主要领导与各部门
协调合作，共获取 20 余条招商线
索，并积极转化为落地项目。

以商引商，“强磁场”引得企
业结伴而来。本月初，中芯集成电
路 （宁波） 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河、
怡人玩具董事长彼得·汉斯丹等
15 位海内外人士受聘为北仑区首
批全民招商大使。在黄河的牵线搭
桥下，十余个集成电路产业链项目
已成功落户北仑“芯港小镇”，涉
及芯片制造、关键材料、设备、设
计等类别，计划投资超100亿元。

北仑百余干部一线“抢”商
一季度实际利用外资1.6亿美元，国内招商完成38.1亿元

昨天，宁波四明山 （杖锡） 樱花节在海曙区章水镇开幕。本届樱花节推出了从李家坑古村到杖锡樱花园的
“古道寻樱”活动，全程10公里。万亩樱花盛开，漫山遍野粉红点点，浪漫唯美，众多赏樱客流连其间。

当天，串联章水镇朱梅、蜜岩、大皎、赤水、茅镬、李家坑、杖锡七个村好山好水的“最红章水”文明示范
线启动。2019宁波女子半程马拉松同时在章水镇举行，千余名选手参赛。

图为游客从观光平台眺望杖锡漫山遍野的樱花。
（陈朝霞 张立 摄）

四明山万亩樱花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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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商贸便民
服务圈”试点启动

老年人意外伤害险
惠及宁波151万人
80岁以上高龄老人参保
今年将实现全覆盖

金正恩表示

在条件具备情况下愿尝试
第三次朝美首脑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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