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新思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并协议，两家公司合并，合

并方式为：吸收合并，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宁波新思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宁波新思维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解散注销。合并前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7000万元，宁波新思维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35000万元，合并后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7000万元，宁波新思维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的资产归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所有，所有债权债务由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新思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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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广告产业园区管委会
2019.8.14

序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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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总计

公司名称
宁波中桓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晟越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彩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美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是也文化有限公司
宁波品绚易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渔耕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银河九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久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一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南之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宁波市觉止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魔戏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海南白马控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宁波丰树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宁波启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酷凡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世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麦冬映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壳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市集艺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泼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启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赤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樊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欧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鹰头儿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宁波喔牛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浙江大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盛郑艺唐互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博睿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面积（㎡）
300
208
130
188
78

244.86
300
300
295

75.53
296
230

180.75
180.75
300
300
215
80
100

140.5
300

207.54
74

88.52
175
300
146
128
87
300
300

6248.45

补助金额（万元）
10.95
7.59
4.75
6.86
2.85
8.94
10.95
10.95
10.77
2.76
10.8
8.4
6.6
6.6

10.95
10.95
7.85
2.92
3.65
5.13
10.95
7.58
2.7
3.23
6.39
10.95
5.33
4.67
3.18
10.95
5.48

222.63

根据宁波广告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宁波市鄞州区财政局《关于支持宁波国家广告产业园区发展的实施意见》（甬广产
〔2017〕5号）文件精神，在宁波广告产业园区管委会和鄞州区财政局全面审查企业基本状况的基础上，特决定给以下31家企
业给予政策补助。现予以公示，为期7天。如有异议，请与宁波广告产业园区管委会联系，联系电话：89296452、89296455。

房租补助企业名单：

宁波广告产业园区房租补助企业名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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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燕 民航报道
组黄跃光 通讯员李乐炯） 全力加
开康尼航空南美洲鲜活冷链的全货
机航班；引进顺丰航空往返广州定
期货包；开通跨境电商一般出口业
务；实现欧洲、美洲、东南亚均有
直达全货机航班……一系列举措使
宁波空港在全球航空货运业遇冷的
大环境下，货运业务逆势上扬。

今年前 7个月，空港货邮吞吐
量 达 到 6.04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8.7%，增幅列全省三大机场首位。
其中，全货机完成货量 2.02 万吨，

同比增长32.8%。
去年以来，面对全球经贸局势

紧张、航空货运需求放缓、海关总
署政策变化、全货机航班时刻审
批、航司航班运力战略调整等因
素，宁波空港全力实施“客货并
举”，优化完善航线网络，为打造
区域枢纽机场和长三角国际航空物
流枢纽提供强有力保障。

7月17日，从宁波、义乌、台
州、杭州等地汇集栎社国际机场的
首批跨境电商一般出口商品开始通
关放行。这批商品共计 7144 票，

主要为服装、首饰等日用百货，次
日 上 午 完 成 全 部 通 关 流 程 搭 乘
MU5083次航班飞往泰国曼谷。这
标志着宁波空港跨境电商一般出口
业务正式开通。与快件和邮件退税
需要进行每票申报相比，跨境电商
企业可以实现每月汇总退税，成本
低、更方便。

7 月 30 日，随着 O36850 顺丰
货机载着15.1吨货物从广州飞抵宁
波，宁波机场今年全货机完成货量
正式突破 2万吨关口，其中境外货
物占比超过六成，且均采用国际流

行的大型货机运营。
货物运输，一般采用全货机

（货包） 运输或者客机腹舱载货两
种形式。今年以来，宁波机场加大
对金华、绍兴、台州、舟山等周边
地区货源招揽力度，同时协调春秋
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开通曼谷等客
机航线的腹舱载货业务，此外还主
动与本地货代协商加大冷线航班货
源开发力度，增加银川、北海、济
南等方向航班出港货量。1 月至 7
月，机场通过客机腹舱完成的货邮
吞吐量超4万吨。

宁波空港货运逆势上扬

前7个月货邮吞吐量超6万吨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匡野 陈张坤） 昨天，随着浙
江 LNG （液化天然气） 接收站二
期项目 F 储罐完成气压升顶，中
国海油自主设计建造的第 10 座
LNG 储罐主体结构成型。这标志
着浙江LNG二期项目3座16万立
方米储罐都已完成气升顶，现场
全面进入罐顶和罐内安装施工作
业阶段。

作为浙江省重点项目，浙江
LNG 二期项目担负着保障天然气
稳定供应的重要任务。昨天，随
着气压升顶操作指令下达，总重
量超过 720 吨的储罐穹顶在罐体
内部气压的“吹”动下，以每分
钟 260 毫 米 的 平 均 速 度 缓 慢 上
升，这把外形酷似钢铁巨伞的穹
顶，在 3 个小时后顺利提升至距

地面 52米的设计位置，实现了穹
顶与承压环合拢。

据悉，浙江LNG项目位于北
仑郭巨街道中宅村，占地面积
46.9 公顷，一期建设规模为处理
LNG300 万吨/年，是我省第一个
投产运营的“调峰型”LNG 接收
站。二期项目于去年 6 月开工，
预计于2020年10月底完工。

据介绍，二期项目建成后，
浙江LNG接收站年总设计接卸能
力将超过 600 万吨，最大外输量
可提升至每小时 224 万立方米。
按每户居民每月 30立方米的用气
量估算，可满足 5376万户百姓的
生活需求，与同等热值的燃煤相
比，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 1225万
吨、二氧化硫 16.4 万吨，相当于
植树造林近70万亩。

巨伞“飞”上罐顶
浙江LNG接收站二期项目储罐完成气升顶

浙江LNG接收站二期项目F储罐气升顶现场。（陈张坤 厉晓杭 摄）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余明霞 陈艳洁） 昨日下午，宁
波交通大数据创新研究中心成
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驻。该
中心由国内高端学术机构浙江大
学的建工学院和市现代物流规划
研究院合作成立，将契合大数据
发展趋势，围绕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及产业提升等方面开展政学
研合作。

交通大数据创新研究中心将
聚焦公共交通、城市治堵、智慧交
通、交通大数据应用等领域，对未
来城市交通生活发展进行前瞻性
研究。

如利用出租车、网约车、共

享单车监管平台数据，手机信
令、交通出行平台数据等多源数
据，开展巡游车与网约车博弈、
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博弈研
究，开发城市共享出行系列知识
产权及行业标准等，并提出促进
城市共享出行的政策建议。

研究院还将研究项目瞄准杭甬
复线的智慧高速公路。“杭甬复线二
期的智慧高速公路建设，有一段在
宁波境内，我们将从顶层设计上展
开系统研究，争取在车路协同、自动
驾驶、智慧高速建管运养等方面形
成一批专利和成果。”市现代物流规
划研究院院长、交通大数据创新研
究中心副主任鲍敏介绍。

宁波交通大数据
创新研究中心成立

【上接第1版】“跑过三关六码
头，吃过奉化芋艿头”，这句谚语
生动描述了昔日宁波商人见多识
广、博采众长的气质和传统。

从改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到上
海请“星期日工程师”，到今天延
揽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宁波制
造”始终坚持创新求发展。

不少创业者在车床上、在模具
中、在材料里，研究、琢磨，乐此
不疲，书写最精彩的科研论文，把
自己从企业家“逼”成了科学家。

有这样一种现象——在宁波有
很多农民出身的企业家，相互之间
不比规模、不比产值、不比产量，
而是比奖杯比证书，比研发人才多
寡，比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

有这样一组数字——在宁波，
90% 的 研 发 经 费 来 自 民 营 企 业 ，
95%的市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设在
民营企业，82%的发明专利由民营
企业申报和拥有。宁波慈溪，一个
县级市近 11 年来累计有 10 家民营
企业和 2位民营企业家获得国家科
技大奖；

有这样一支队伍——拥有 60
家产业技术研究院和一批强校强院
强所，包括中科院宁波材料所、兵
科院宁波分院、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宁波分院等“高能级”院所，与宁
波本地企业一起，构建起产学研的

“最强大脑”。
创新的引擎，催发澎湃的动

力。
近年来，宁波制造不断向上突

破，占领科技创新制高点：在全国
率先发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
操作系统“supOS”，国际首根 500
千伏光电复合交联海底电缆交付使
用，全球首批产业化辐射制冷降温
薄膜产品下线，全球首创气干性自
交联水性树脂和首款经导管三尖瓣
置换系统……

今天的宁波，新产品、新模
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不断攻关新产品，解决“卡脖
子”难题——

宁波余姚，江丰电子展厅里摆
放的高纯金属溅射靶材，生僻的名
字，却是所有芯片的关键材料。

“就像在芯片里修路，只不过
我们修的这条路只有头发丝的万分
之一宽。”江丰电子创始人姚力军
说。

从 2005 年研发第一个中国制
造靶材，到实现整个生产线自主创
新，直至取得10纳米和7纳米技术
量产……从此，中国高纯金属材料
及溅射靶材不再依赖进口。

今天，江丰电子拥有近 200项
国内外授权专利，靶材远销北美、
欧洲等地。

在宁波，一批这样的企业在默
默攻关：几代人做好一个行业，海
天塑机从“小作坊”变身世界闻名的

“塑机王国”；几十年瞄准圆珠笔尖，
贝发集团破解笔尖钢的世界难题；
布局车联网前沿技术，均胜电子推
出首款基于5G的V2X产品……

持续探索新模式，颠覆、重塑
传统产业——

从一根纱到一件衣需要多久？
45 分钟，这是宁波慈星股份

董事长孙平范给出的答案。
将衣片做成“代码”，用一台

电脑横机浓缩整个制衣环节，一键
输入，自动产出。就像 3D 打印一
样，一件成衣可以迅速穿走。

孙平范的外公生产手摇横机、
父亲做针织品生意，当效率更高、
技术更强的电脑横机横空出世并攻
城略地的时候，孙平范敏锐地嗅到
了产业转型的讯息。

然而，当时一台国外电脑横机
卖 60 多万元人民币，普通手摇机

卖两三千元，“买一台国外电脑横
机 的 价 格 相 当 于 买 几 百 台 手 摇
机”，国内许多针织企业望而却步。

一咬牙，孙平范把此前 15 年
的企业积蓄押出来做研制，国内第
一台自主研发的电脑横机由此问
世。

如今，慈星电脑横机位列全球
电脑横机前三强，年产销电脑横机
居世界首位。

应时开发新业态，满足生活新
需求——

大丰实业硕大的展厅里，随着
一键遥控，各种造型的舞台从地面
升起，左右前后移动，带来精彩的
视觉享受。

智能舞台包括灯光、音响、座
椅、装饰、舞台……这个新制造领
域 孕 育 出 大 丰 这 样 的 “ 隐 形 冠
军”——研制柔性齿条升降装置为
代表的几十项核心技术打破国际垄
断，获得各类专利 900余项，推动
演艺装备国产化和智能化……

G20 杭州峰会、上合青岛峰
会、20 多年央视春晚、国家大剧
院演出……很多国家重大活动、重
大文体项目装备中都有着大丰的身
影。

“人均 GDP越高，人们对精神
文化生活的需求愈高。未来文化无
处不在，我们产品布局正从剧院和
体育馆等行业向旅游演艺和主题公
园等进行延伸。”大丰实业副总裁
钟文明说。

围绕消费升级推进供给升级、
从生产生活“难点”挖掘创新创造
的“热点”……经济转型的密码藏
在这些新需求中，高质量发展孕育
在新生活中。

创新的核心是人才。
从对顶级创业创新项目最高资

助 1亿元、对高层次人才购房给予
补贴等政策，到积极打造、谋划一
批创业创新平台，宁波栽下的“梧
桐树”不断吸引来“金凤凰”。

2018 年全市人才净流入率达
10.1%，居全国城市第 2 位，其中
制造业人才净流入率高居全国城市
首位。

2018 年成功引进顶尖人才 48
人、领军人才 160人，均实现翻番
增长。“甬籍院士”全职回归、顶
尖人才自主培养均实现零的突破。

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今年，宁波出台文件，将每年

的这一天确定为人才日，取其“雨
生百谷，生机勃发”之意。

“涉狂澜若通衢”
——咬定青山不放松，坚

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

向海而生，免不了风雨来袭。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宁波依
然淡定从容——

今年上半年宁波实现地区生产
总 值 5417.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6.5%；外贸进出口总额 4327.2 亿
元，同比增长7.4%。

“涉狂澜若通衢”，犹如宁波帮
博物馆展板上形容宁波历史的这句
话。

定力促实力，实力强定力。
83 岁的海天塑机董事长张静

章，从去年 6月就感受到市场的变
化，到了 9 月明显感觉到订单下
降。问如何看待当前形势，他气定
神闲：“办厂 50年了，什么样的困
难没经历过？这点风浪算什么？”

从上世纪 70年代流动资金 100
元的农村小作坊，做镰刀、锄头起
家，转型注塑机，80 年代学习宁
波塑料机械总厂，90 年代对标无
锡塑机厂，紧接着是锁定国际先进
企业……一步一个脚印，海天塑机

如今已是世界注塑机制造巨头，销
量全球第一。

张静章每天研究经济形势，定
期给员工讲课：“保持定力，苦练
内功，加大创新，下一步要出口非
洲、南美多一点，要继续在墨西
哥、越南、俄罗斯办好厂……”

企业练内功，政府做实功。
一方面围绕降成本、助融资、

破壁垒、促转型、拓市场、保权益
等六个方面，推出一系列支持民营
企业做大做强做优的帮扶政策，
2018 年累计为企业减轻各类税费
负担 862.3 亿元；另一方面，全面推
进智能改造工程，重点培育、支撑制
造业企业顺利实现“机器换人”。

聚焦制造业发展，宁波市提出
打造“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
建设绿色石化、汽车两个万亿级产
业集群，建设高端装备、电子信
息、新材料、软件与新兴服务等 4
个五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关键基
础件、智能家电、时尚纺织服装、
生物医药、文体用品、节能环保等
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制造业是宁波的优势，也是
宁波的根基。”宁波市委负责同志
表示，无论形势如何变幻，宁波都
要保持发展壮大“宁波制造”的战
略定力，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

继续让改革不断深化，持续释
放更大的市场活力——

在天生密封件公司，有一个不
领薪的特殊员工——慈溪市科技局
原副局长许登坤，是政府派驻在这
家公司开展帮扶的干部。

“我正帮公司申报宁波市‘科
技创新 2025’重大专项。”许登坤
介绍，“慈溪有 30多名我这样为企
业服务的在职干部，用多年行政服
务经验来服务企业。”

政府沉下去，企业活起来。
“以前都说企业有事找政府，

但我搬到这个园区后，几乎没去找
过政府，要办手续都是政府上门来
为企业服务，非常方便。”宁波天
生密封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励行根感
慨地说。

在宁波，主政者也有一种感
受，企业基本上不怎么找政府。

“在宁波，大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动
力足、方式灵活，都是奔着‘政府
有为、市场有效’的目标去，政府
不能代替市场去做，而是要替企业
解决问题。”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引
领，大力实施科技新政、人才新
政、投资新政，项目审批效率居副
省级以上城市首位，政府透明度、
公共服务满意度居全国前列。

“宁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标志
性 城 市 ，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是 原 动
力。”宁波市委政研室经济处处长
李昭说，下一步宁波仍要持续推动
改革，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继续让开放不断扩大，面朝大
海弄潮逐浪——

6 月 8 日，首届中国—中东欧
国家博览会在宁波拉开帷幕。

这个由曾举办四届的中国国际
日用消费品博览会升格而来的国家
级展会，也是目前唯一聚焦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盛会。

11 万平方米展览总面积，参
展企业 1186 家，包括境外 525 家、
境内 661家企业，境外政府官员和
客商超过3000名……

斯洛伐克商人尤里第一次来到
中国，当他看到顾客对他带来的休
闲蛋白零食格外感兴趣时，兴奋地
说：“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发现了
中国市场，现在也有了计划，要开
始拓展中国市场。”

举办产业企业对接会，洽谈
国家投资合作、高层次人才智力

合作……以盛会为契机促成一批
重大项目签约，投资总额达 658.9
亿 元 人 民 币 ， 其 中 外 资 项 目 16
个，投资总额 335.9 亿元人民币，
主要集中在智能制造、新能源、新
材料等行业。

从港口出发，以实业为基，今
天，宁波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中东欧
商品集散地，在中国对外经贸舞台
上的作用愈发重要。全市从事外贸
的人口约 200万，进出口实绩企业
2 万多家，160 多种自产商品销量
长年居世界第一，贸易往来国家地
区220余个。

未来，宁波将进一步畅通贸易
投资通道，在海上、陆上、网上加
快构建高水平全面开放新格局；进
一步畅通人文通道，拓展国际“朋
友圈”，筑牢民心相通之桥……

约 7000 年 前 ， 古 老 的 河 姆
渡，开启了宁波的传奇。

1200 年前，海上丝绸之路从
这里出发，宁波由此成为广袤中国
腹地走向世界的前沿。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从港口开
放到计划单列，宁波实现从商埠小
城到国际港口名城的历史性跨越。

开放，是宁波发展的巨大优
势；开放，也是宁波制造的不变基
因。

（记者何玲玲 秦杰 方益
波 张旭东 王敏 李坤晟 张辛
欣 屈凌燕 方问禹）

海定波宁看宁波
——宁波制造业发展启示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