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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包凌雁

今年年初以来，我市全面落实
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深入推进“六争
攻坚、三年攀高”行动，积极开展“三
服务”活动，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
中有升，好于预期，积极因素逐渐增
多，市场预期和信心增强。一季度全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468.8 亿元，
同比增长 7.1%。昨天，市统计局副
局长许婷娅详细解读了经济“总体
平稳，稳中有升，好于预期”的主要
拉动力。

平稳增长的支撑力是什么?

“一季度全市实现规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7.4%，增速比1月至2
月提高 5.1 个百分点，比去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多拉动 GDP 增速约
0.4个百分点，是一季度全市经济平
稳增长的主要支撑因素。”许婷娅表
示。

分行业看，35 个行业大类中，
有 31个行业增加值实现正增长，增
长面达 88.6%，比去年扩大 14.3 个
百分点，其中 23个行业增长超过全
市平均。增加值总量排名前十位的

行业中，除汽车、电力、烟草 3 个行
业外，其他 7 个行业增速均超过
10%。但是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 4.9%，降幅比 1 月至 2 月收窄
6.3个百分点。

服务业发展总体平稳。一季度
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7.8%，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51.3%。金融
业、非营利性服务业、房地产业增加
值增速回升，一季度金融业增加值
增长 7.8%，非营利性服务业增加值
增长 7.3%，房地产业增加值增长
5.7%，增速比去年分别提高 3.3 个、
0.2个和0.9个百分点。

消费价格为何持续上涨？

一季度，我市居民消费价格上
涨 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8 个
百分点。“我市居民消费价格的上
涨，是由去年翘尾因素叠加今年的
新涨价因素，两者共同作用下推高
的。”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副队长
陈斯恩介绍，消费价格基本延续了
去年下半年以来的上涨幅度，总体
仍处于温和上涨区间。

推动消费价格上涨的第一板块
就是食品烟酒。由于去年入冬以来，

连续阴雨天气影响鲜菜生产，导致
一季度鲜菜价格同比上涨 9.8% ，
其中 3 月份达到 16.0%，创上年 2 月
以来新高。

其次则是服务项目，主要是人
工成本上升和服务项目调价导致的
上涨。其中，受非义务教育段及大学
收费上调影响，教育服务价格同比
上涨 6.7%；受人工成本增加影响，
养老服务价格同比上涨21.5%。

工业品价格同比涨幅逐月走
高，前三月涨幅分别为 0.7%、2.5%
和 3.5%。主要是受棉、真丝等上游
原材料成本价格上涨影响，纺织品
原料成本上涨，家用纺织品、服装价
格同比上涨15.0%和3.5%。

信心从何而来？

许婷娅表示，种种迹象表明，全
市经济好于预期，积极因素逐渐增
多，市场预期和信心增强。

随着国家、省市系列降本减负
政策以及支持实体经济、优化营商
环境各项举措的逐步发力，企业发
展环境将进一步改善，发展信心不
断增强。特别是 4 月 1 日起，制造业
增值税率从16%降到13%，很多企业

为了扩大税收抵扣，主动增加备货，
要求上游企业增加生产，3月份全市
规上工业产值增速为16.7%，是2017
年 11 月以来最高增速。5 月 1 日以
后，社保费率企业上缴比率下调政
策也将落地，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有
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增加生产。

在各种利好的刺激下，工业投
资增速有望回升。一季度全市新开
工项目 264 个，同比增加 40 个。其
中，工业项目 175 个，同比增加 34
个，计划总投资增长 18.3%。“随着
后续项目加快推进，有望扭转工业
投资持续低迷的颓势。”许婷娅表
示。

作为宁波经济发展的基石，民
营经济依旧保持高歌猛进的态势。
2018 年 全 市 民 营 经 济 增 加 值 占
GDP 的比重达到 61.6%。一季度全
市民营规上工业增加值470.9亿元，
占 全 部 规 上 工 业 的 51.5% ，增 长
8.4%，增速高于全部规上工业1.0个
百分点，贡献率达58.1%。

此外，企业对经济的预期也逐
步向好。3月，宁波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 51.8%，环比回升 2.7
个百分点，指数在连续 5 个月低于
临界点后重返扩张区间。

积极因素增多 市场信心增强
—— 一季度宁波经济数据分析

本报讯 （记者殷聪 包凌雁
通讯员应剑涛） 昨日，全省首个基
于中国电信 5G 网络，集医疗、工
业、安防、会议协同等多个领域应
用的 5G 综合应用示范区在海曙亮
相，标志着宁波 5G 应用时代的正
式起航。

5G 有何特点，它将掀起怎样
的行业变革与消费变革？据介绍，
与4G相比，5G具有大宽带、大连
接、低延时的特性，能够实现众多
4G无法实现的功能。比如：5G的
传输速度为 10Gbps 至 20Gbps，是
目前 4G 网络百兆速度的 100 倍；
5G 每平方公里有百万级的连接
数，其延时也不超过10毫秒。

5G 大宽带的特性不仅仅是网
速的提升，其运用在视频直播中，
可让画质从 4K 超清提升至 8K 超
清。8K 超清到底有多清晰？据中
国电信宁波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当画面聚焦人物面部时，市民
能看到人物皮肤上的肌理与面部雀
斑，甚至能看到每一根睫毛是否粘
连。

“大宽带的特性将让 VR 体验
更具操作性。”该负责人说，目前
4G 的传输速度无法满足 VR 的体
验要求，市民戴上 VR眼镜后看到
的图像并不清晰，长时间佩戴可能
会造成头晕。而 5G 大幅度提升传
输速度后，将彻底突破该瓶颈。可
以预见，未来 5G 商用后，VR 技

术将广泛应用于远程医疗、教育、
娱乐等领域。

大连接的特性意味着 5G 不仅
可连接手机，还可连接眼镜、手
表、鞋子、衣服等物品，实现智能
化发展。低延时的特性也将让自动
驾驶、远程手术、工业自动化奠定
了基础。

海曙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按照计划，今年海曙将进一
步夯实 5G 网络基础建设，力争年
底前联合三大运营商建成 5G 基站
2000 余个，实现重点交通枢纽、
商业中心、医院以及工业区的全覆
盖。

在完善网络基础的同时，海曙
将着力探索以 5G 为核心的新应
用、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重

点在智慧城市、远程智慧医疗、自
动驾驶、工业智能制造、智慧生活
等方面开展深入的探索。与此同
时，海曙将依托宁波工业互联网研
究院、宁波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等
平台开展 5G 远程驾驶、无线智能
工厂、AR 巡检业务等领域的项目
研究，力争打造全省第一个 5G 综
合应用示范区。

海曙争创全省首个5G综合应用示范区

记 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姚波

“公司做钣金件已经有 30多年
历史，在业内名列前茅，这几年，
我们开始融入智能家居概念，寻找
物联网合作伙伴，开发 App，推出
自主品牌。”昨天下午，广交会二
期现场，宁波上优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周昌平指着眼前的一个
升降桌告诉记者，“我们整个产线
改造投入了 1000 万元，在钣金件
上加上双电机的控制系统，最终实
现老产品升级换代，这款产品刚刚
参加过德国科隆展会，市场反响很
不错。”

老树发新芽，融入“智能设计”，
传统的钣金件成了“最in”的智能
升降桌。在广交会的宁波交易团
上，这样的“传承与创新”比比皆
是。

在广交会专为优秀设计企业辟
出的 PDC 展区，宁波保税区比海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首次参展，亮出
的“王牌”是化妆包及工具美容套
装。“无论是消费升级，还是消费
分级，商家卖的早已不是单纯的产

品，还有故事、概念、情怀。”负
责人李续荣解疑释惑，“比如这个
化妆包，外观有立体特效，给人以

视觉冲击，打开一看别有洞天，这
就超出了简单的包的概念；再比如
这套化妆工具，用的就是美人鱼的

概念，通体碧蓝的色调，加上恰到
好处的亮片，看起来就是浅海阳光
下的小美人鱼，给客户设置体验情
境。”

传统产业，不传统的心思，让
李续荣收获满满：一季度出口额实
现了两位数增长。

在广交会展馆人流最密集的珠
江散步道上，国内顶尖的专业设计
公司一字排开，其中有宁波企业的
身影。

宁波矩成创意公司创始人王一
鸣是多项中国红星奖和德国红点奖
的得主，从 2014 年首次参展起，
这已是他的第十次广交之旅。“每
个做外贸的都有一个品牌梦，很多
企业从 OEM 起家，慢慢希望做
ODM，再到自主品牌出口。专业
的设计公司就是那个‘D’，通过
加入设计元素，产品溢价率通常能
提升到 30%，比普通 OEM 利润率
提高一倍多。”王一鸣告诉记者，

“宁波外贸发展这么多年，已经不
缺好的设计和制造，我们缺少的只
是合适的机会和合适的平台。以我
们 公 司 来 说 ， 参 加 了 10 届 广 交
会，现在越来越有自信了！”

广交会上，看宁波设计加持宁波制造

图为与会者在现场体验应用5G技术的AR设备。 （刘波 摄）

李续荣在介绍美人鱼化妆工具。
（单玉紫枫 摄）

陈依元

一段时间里，每天下午，我与
家人都会守在电视机前观看电视
剧《都挺好》，一集不落。此剧为何
如此吸引人？皆因接地气，聚焦“啃
老”“骗老”“养老”等热点，表述“家
和万事兴”主题，剧情高潮迭起，让
人欲罢不能。

后我得知，此剧由宁波作家阿
耐创作，而电视剧选在苏州拍摄，
成了苏州城市形象“宣传片”。这对
宁波来说，有点遗憾。其中原因虽
多，却令我想到如何强化本土文化
意识、弘扬地域文化，借助“地方文
化力”提升城市品位的话题。

地域文化包括名人文化、文学
艺术等，既是地方的也是全国的，
但首先要为本地服务，这应是共
识。多年前，祖籍慈城的京剧大师
周信芳，因江苏的宣传、研究力度

超过宁波，有人发出“江苏抢了周
信芳”之叹。如今宁波人创作的《都
挺好》在苏州拍摄，这不是“苏州抢
了《都挺好》”吗！

笔者去过苏州的金鸡湖，《都
挺好》场景多在那里拍摄，时尚大
气。另外，主人公苏家所在地同德里
以及山塘老街、苏州评弹，也多次出
镜，这让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锦
上添花。我看《都挺好》除了为剧情
吸引，对苏州的城市形象更添好感。

借助文艺作品提升城市文化
形象及知名度、吸引人才与外资，
不乏成功案例，也成为许多地区的
战略思路。就宁波而言，陈逸飞电
影《理发师》带旺了宁海前童的旅
游，电视剧《向东是大海》扩大了宁
波名气，近年还有甬剧电影《典妻》
以及其他文艺精品走向全国。相比
于其他方式，制作、投播包含地域
元素的几十集电视剧，使之成为城
市形象广告片，性价比更高。就此
而言，对宁波人创作的或外地作家
创作的具有宁波元素的文艺作品，
我们应该多加留心，并充分挖掘其

“附加值”。

“苏州抢了《都挺好》”的遗憾

本报讯 （记者王佳 通讯员
鲍林南） 全市“最多跑一次”事
项电子化归档量突破百万件；征
集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原英国驻
宁波领事馆资料等档案 4.5 万多
页；去年全市接待档案利用者
51816 人次……这是记者从昨日
举行的全市档案工作会议上获得
的一组数字。

去年，全市档案系统积极作
为，攻坚克难，在全部办事事项
100%实现“最多跑一次”的基础
上，进一步压缩办事时限，档案查
阅服务和“异地查档、跨馆服务”事

项全部实现“一证通办”；去年新增
省级示范数字档案室 14 家、规范
化数字档案室 51 家，全市数字档
案馆（室）创建总数名列全省首位；
全市农村土地确权档案完成验收；
出版完成全市档案馆藏老地图编
研成果《地图上的宁波》一书，策划
推出“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的活
化石地图资料特展”。

截至目前，我市国家级数字档
案馆已达 6 家；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协议跨馆服务的有 5 家；市民
婚姻档案查询实现全市范围内网
上申请、就近领取。

我市数字档案馆室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档案服务民生事项稳步推进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慈溪市
委报道组邵滢 通讯员顾燕颖）过
去 4个多月，贵州省安龙县招堤街
道山岔村村民见证了家门口的“巨
变”：200多亩土地上，一排排钢架
大棚陆续建成，棚内栽种的葡萄开
始发芽。“老徐，大棚里的排水沟记
得挖深一些，另外要施好有机肥。”
19 日上午，慈溪林业专家徐绍清
打电话给山岔村葡萄种植项目管
理员徐长弟，提醒他近期葡萄种植
注意事项。

精品葡萄种植扶贫示范项目
是慈溪市继食用菌出口产业基
地、罗氏沼虾 （淡水） 养殖等项
目后，在黔西南州实施的又一农
业发展项目。去年以来，该市通
过资金帮扶、技术移植、品种输
出等方式，积极推进安龙县、兴
仁市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帮助当
地农户脱贫致富。截至目前，慈
溪市累计投入黔西南州的农业帮
扶资金超过5190万元。

杨梅是慈溪农产品的“金字
招牌”。为帮助安龙县贫困户脱贫

奔小康，慈溪农技专家将杨梅栽
培技术传授给了他们。目前，20
亩荸荠种杨梅已在安龙国家森林
公园“扎根落户”。“为了让杨梅
苗茁壮成长，我们选择光照充
足、土壤湿润的栽培位置，并用
羊粪做有机肥。”安龙县扶贫办副
主任陈泽辉说，“如果首批杨梅种
植效益好，我们会扩大种植规模，
帮助贫困户进一步提高收入。”

去年以来，慈溪市向兴仁市
“金州黄牛”项目投入帮扶资金
500 万元，助推当地小黄牛养殖、
肉品加工产业发展。利用帮扶资
金，兴仁市真武山街道在当地肉牛
养殖场建起 7099 平方米牛圈舍、
平整场地 15000平方米、种植皇竹
草 600亩等。“现在，养殖场回收牧
草时，贫困户的价格比普通农户每
吨高 50 元。在基地打零工贫困户
优先，工资标准为每天 120元。”养
殖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慈溪市与安龙县、兴仁市推进
的农业发展项目共有 15 个，其中
12个已竣工。今年，慈溪市将结合
黔西南州关于食用菌、中药材、肉
牛养殖等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规划，
加大对兴仁市和安龙县农业主导
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助力两地山
地高效农业发展壮大。

12个产业合作项目竣工

慈溪特色农业“花开”黔西南州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王倩） 昨天，中国计划生育协会
计生特殊家庭帮扶工作推进会在
宁波举行。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生协党
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出席
并讲话。

王培安强调，各级计生协要
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开展失独家庭
帮扶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把

“暖心行动”摆上重要工作日程，
明确方向、突出重点，扎实开展

“精神关怀、生活关怀、养老关
怀、健康关怀、临终关怀”服

务，建立健全“精神慰藉、走访
慰问、志愿服务、保险保障”四
项制度，逐步实现帮扶全覆盖，
让失独父母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形成全社会关怀关爱失独父
母的良好氛围，推动计生协帮扶
工作更加规范、制度更加健全、
活动更加丰富，成为帮扶失独家
庭的重要社会力量。

会上，6 地计生协作了典型
发言，2 名工作者和志愿者代表
介绍了工作体会。昨天，与会代
表们还考察了鄞州区的“小棉袄
社区服务社”。

中国计生协会计生特殊家庭
帮扶工作推进会在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