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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当‘媒人’，波兰投资
贸易局、宁波市商务局分别‘海
选’企业、对接需求，信息库匹
配成功后，接下来就是正式的屏
对屏‘相亲’，这对企业来说还
是第一次！”宁波浩瀚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自然说，两地
政府与中国银行合作提供的“跨
境撮合”服务，让中小企业走出
去更放心了。

今年以来，受疫情冲击，中
东欧各国对外贸易渠道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响。随着防疫形势趋于
平稳，经济发展稳定转好，带动
了中东欧贸易的恢复。

宁波作为全球唯一的中国-
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正
以中小企业全面对接作为双方合
作新的增长点。

三方牵线，屏上“相亲”

“波兰投资贸易局、宁波市商
务局与中国银行三方携手，举办中
东欧国家中小企业跨境撮合线上对
接会 （波兰专场） 活动，这是一次
全新的尝试，也是中国和中东欧国
家全面合作推进的标志。”昨天上
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波兰投资
贸易局中国区首席代表尤德良指
出，波兰是中国在中东欧区域最大
的贸易伙伴，中波经济合作潜力很
大。

波兰的中小企业是经济活动最
大的参与者，占 30.2％，创造了波
兰国内一半以上的生产总值。尤德
良表示，在当前全球中小企业经营
受疫情强烈冲击下，宁波以中小企
业为切入口，打通海内外两个市
场，打造中小企业跨国合作交流平
台，“发力精准，体现了‘首选之
地’的作为与担当”。

28 日，在我市召开的中东欧

国家中小企业跨境撮合线上对接会
（波兰专场） 活动上，10 家波兰企
业与多家宁波企业进行屏对屏洽
谈。会场中心摆着 4 张桌子，每张
桌子前一家波兰企业实时视频对谈
一家宁波企业，谈完以后要到另外
一张桌子前继续谈，争分夺秒“车
轮式相亲”。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葡萄酒进
口业务，以前找国外合作伙伴，最
大的问题是信任问题，还有商务成
本较高。如今在宁波就可以与波兰
企业直接对接，每张洽谈桌还配有
波兰语的翻译，很方便。”吴自然
说，借助这一平台，双方见面前就
有了初步了解，比如企业靠不靠
谱、产品结构能不能互补，洽谈更
有针对性，大大降低了企业合作的
交易成本。

全面开花，先行探路

现场，不仅老牌外贸人趋之若
鹜，内贸起家的贸易公司也跃跃欲
试。

宁波玖琞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杨联普告诉记者，公司是全球知
名酒品牌保乐力加在浙江和安徽的
一级分销商，双方自 2018 年合作
以来，年营业额已从最初的几千万
元，发展到如今的近 4 亿元。

中国市场的壮阔如海，让他对
引 进 新 的 “ 洋 品 牌 ” 信 心 十 足 ，

“ 下 一 步 ， 我 们 希 望 直 接 对 话 海
外，尤其是多发掘一些‘小而美’
品牌，把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历史
机遇，做大做强公司销售品类。”
杨联普表示。

屏幕那一头，波兰客商 Suli-
mar 十分振奋，多年来，由于受限
公司规模、营销成本，生产的一系
列好产品“藏在深闺”，现在有了
这样靠谱的“直通”平台，相信将
极大拓宽出口渠道。

活动为波兰企业“走进中国”
打开一扇窗，也为宁波中小企业

“走进中东欧”架起一座桥。
现场，威晟汽车科技 （宁波）

有限公司采购总监张炜正聚精会神
地听着波兰企业的介绍。他此行的
目的，主要是寻找上游产品的合作
商。

“这几个月，新能源汽车市场
复苏很快，公司业务也在迅猛增
长。我们希望借助宁波的中东欧平
台，及早进行技术储备。”张炜告
诉记者，在当前国际化环境下，加
大国际合作力度，是增强企业综合
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负责人指
出，更重要的是，通过将中行的中
小企业客户与国外相关中小企业进
行对接，中行还可降低原有中小企
业的授信风险。

首选之地，持续引领

从更大的维度来看，即使在疫
情冲击下，宁波与中东欧合作也没
有止步不前，相反亮点频出。今年
6 月，在全球疫情暴发的背景下，
宁波创新性地推出“中东欧商品云
上展”，来自塞尔维亚、波兰等 10
个中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进入直播
间变身“全球好货推荐官”推销本
国商品，不少产品上架数秒就被一
扫而空。两天外交官直播的累计观
看人数超过 200 万。

跨界搭桥也成为今年特殊背景
下，宁波持续扩大中东欧合作的

“秘密武器”。
“今年，宁波持续携手中国知

名电商平台、大型连锁超市、银行
金融机构等专业渠道，推动更多中

东欧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拓展
双方中小企业的合作渠道。”市中
东欧博览与合作促进中心负责人如
数家珍，比如 7 月组织了步行街中
东欧之夜，结合国家级步行街促消
费活动推广了几十个中东欧品牌，
8 月又在中东欧国际合作产业园举
行了科技项目云路演，过半项目正
与 合 作 伙 伴 开 展 对 接 。 10 月 以
后，还将结合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组织若干场中东欧企业对
接洽谈活动。

宁波还建立中东欧国家对口联
络官机制，通过国别联络官，一对
一服务中东欧参展企业，协助企业
寻找中国合作伙伴和市场渠道，推
动更多的中东欧商品、技术、服务
进入中国市场。

今年 2 月，市委、市政府出台
《关于建设宁波中国-中东欧国家
经贸合作示范区的总体方案》。该
方案提出，努力把示范区建设成为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欧洲经
济圈的新通道、承载 17+1 经贸合
作举措的新平台、地方探索国际合
作制度创新的新高地。下一步，宁
波将充分发挥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
首创优势、首发优势和首位优势，
全面提升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交流
水平，努力将宁波打造成国家新一
轮对外开放合作桥头堡和“一带一
路”建设排头兵。

直通中东欧，中小企业有了“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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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波企业屏对屏“相亲”现场。 （单玉紫枫 何坚 摄）

记 者 孙佳丽
实习生 戴卓佳

当下，在扩大国内大循环的背
景下，结婚经济正成为拉动消费的
一个新增长点，小型化、个性化、
多样化结婚体验逐步铺开，宁波婚
庆产业迎来了新拐点。如何进一步
放大婚庆产业链融合发展的集聚效
应，促进新常态下的产业变革？

近 日 ，“ 海 丝 文 旅 为 爱 打
卡”长三角特色婚旅产业发展论坛
举行，长三角地区 41 位婚庆协会
会长、全国婚庆行业专家等相聚宁
波，共谋婚嫁产业与本土“梁祝爱

情”“十里红妆”婚恋非遗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新业态、
新发展。

“多年来，婚庆行业一直面临
购买低频次、重资产轻营收、获客
成本高、项目固定但消费需求多变
的困境，基本停留在婚纱照、宴
会、婚纱照基地等吃住行的传统状
态。宁波婚庆产业也不例外。”中
国婚道婚嫁产业研究院院长史康宁
认为，后疫情时代，婚庆产业已发
生了明显变化，消费者越来越期待
真我的体现，享受“玩”婚礼，婚
庆公司就需要时刻捕捉婚尚潮流，
打破单一宴会空间，创新仪式感流

程，推进融合发展。
在他看来，产业化是婚庆产业

破局的唯一出路。婚庆产业化意味
着同属性企业、机构或产业进行集
合，将婚礼行程规模化，完成从量
的整合到质的转变。同时，还要把
婚礼与旅游、文化、商业、园区等
元素相融合形成产业增值。产业化
的直接表现就是婚礼堂、婚庆旅
游、目的地婚礼、旅拍及各类婚礼
产业园区等。

史康宁建议，宁波可以尝试婚
礼文化旅游商业模式，开发婚嫁文
旅项目。一方面，企业要强调体验
感，根据准新人的个性化需求，利

用婚礼堂为他们打造一个仪式感满
满的一站式纪念堂；另一方面，宁
波可以加强区域联动，发动整个长
三角进行多向互动，集合客源地文
化挖掘融合的潜力。

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婚庆委主
任、长三角省地市婚庆协会联合体
主席曹仲华对此十分赞同。他认
为，婚庆产业化的重点在于婚庆服
务的转型升级。

宁波婚庆产业应以深耕婚礼文
化与旅游业融合为抓手，融入国家
发展战略，积极响应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发展的方针政策，扩展推动

“婚礼+文化+旅礼”的发展模式在
长三角区域落地落实，实现婚礼文
化、城市文化和旅游文化的交互型
发展，让市民能在双循环格局下充
分享受婚礼的乐趣。

当天，“十里红妆”文化创意
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爱哪
儿·甬台温全域婚旅产业联盟同步
成立。

面对消费需求多变的困境

宁波婚庆亟待产业化“破题”

本报讯（记者何峰 镇海区委
报道组倪寅初）“白天赏花、夜晚
观灯”，宁波植物园有了新看点。
记者昨天从镇海区文旅集团获悉，
宁波植物园将在 10 月 1 日至 25 日
推出金秋花语光影秀。

据介绍，宁波植物园 3.2 万平
方米的向日葵开始进入盛花期，30
个 品 种 的 20 万 株 向 日 葵 蔚 为 壮
观，除往年的明星品种外，今年新
增了卡巴莱、辉煌、绿宝石、太阳神
等 8 个品种。此外，在“植物进化之
路”片区种植了千鸟花、硫华菊、波
斯菊、百日草等品种，面积 2 万平方

米，有望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夜
晚，在继续保留“时光隧道”“3D 水
幕”“湖光十色”“魔幻之树”“星月交
辉”等五大特色光影主题的基础上，
增加了以奇异瓜果、小白龙、嫦娥奔
月等造型灯组为主的新景观，开辟
全新的游览路线。

国庆期间，宁波植物园还将举
行“天人本一”华海镜花木主题书
画展、豆科种子展、特色集市等配
套活动。尤其在 10 月 1 日至 8 日举
行的珍稀蝴蝶展上，上万只世界珍
稀蝴蝶将“漂洋过海”，在宁波植
物园和市民见面。

白天赏花 夜晚观灯

宁波植物园
将推出金秋花语光影秀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方其军 余姚市委报道组谢敏军）
今年国庆中秋假期，余姚市将推出

“动静相宜”文旅盛宴。
余姚丹山赤水景区将举办第十

八届丹山赤水柿子节暨丹山“柿意
英雄会”，举办“柿意丹山秀”摄
影大赛。游客发抖音，发小红书，
即有机会获得景区免票、“柿子红
了”民宿免费入住等奖品。浙东

（四明山） 抗日根据地旧址群将举
办“我为祖国送祝福”“我和国旗
同框个性全家福”等活动，在广场
设置大型祝福墙，游客可自行书写
祝福语，还可穿上新四军军服在景

区广场合影留念。四明山地质公园
推出“特定群体限时免费游”“幸
运转盘赢好礼”活动。活动期间，
退伍军人可凭本人退伍证，抗疫志
愿者可凭社区或相关单位发放的抗
疫志愿证书免费游览景区 （免首道
景区门票），医护人员凭相关证件
2020 年度均可免费游景区。

在“动”之外，余姚还推出以“静”
相辅的假期文旅体验。“庆国庆 圆
中秋”余姚市阳光文化惠民戏曲周既
有民间职业剧团的演出，又有省城专
业剧团的演出。国庆节前，余姚市公
共文化服务有限公司通过网络面向
群众赠送戏票200余张。

余姚国庆假期
捧出“动静相宜”文旅盛宴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员
袁春） 昨天，记者从东钱湖管委会
旅游局获悉，为提升国庆中秋黄金
周期间游客的出游体验，东钱湖组
织区内旅游企业，精心策划推出一
系列参与性强、体验度高、趣味性
浓的旅游活动。

东钱湖畔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
日氛围。10 月 1 日，在湖滨码头将
举行升国旗仪式，在小普陀举行

“祈福祖国”活动。国庆期间，小
普陀景区将举行“颂扬祖国”书法
展；上水帐篷营地有游园小火车、
SUTU 互动足球、星光电影；韩岭
水街有水陆音乐演奏表演；雅戈尔
动 物 园 将 上 演 “ 健 康 快 乐 嘉 年
华”，有动物人偶大巡游、动物网

红明星见面会等，还推出老虎跳
水、喂袋鼠等项目；二灵山温泉有
亲子泡温泉、极光灯光秀，还能参
与中秋·国庆 8 天乐课程，主打亲
子、农耕、野炊；海岸线划艇俱乐
部将开展 20 公里水上皮划艇国庆
活动，游客将在 2 个小时里从不同
的角度观赏湖光山色。

夜游市场渐入佳境。夜猫子夜
市，以“游钱湖、逛夜市、观演
艺，感受不一样的东钱湖”为活动
核心，开展“钱湖黄金周·疯狂夜
猫子”主题活动，小丑人偶夜市巡
游、街头行为艺术、岳王汉服秀、
好声音巡演之夜等丰富多彩的特色
项目，融合了现代科技、传统文化
和人文艺术。

长假将至
东钱湖备好了旅游“大餐”

本报讯（记者张凯凯 通讯员
沈） 昨日上午 9 点 30 分，位于奉
化区溪口风景区的直升机临时起降
点，一架型号为 AW139 的双发直
升机，在旋翼的呼啸声中腾空而
起。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它载着市
应急管理系统的工作人员掠过城市
上空，完成我市首次全域范围的森
林防灭火巡查。

记者了解到，直升机所属的应
急救援航空体系，是应急救援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宁波是受洪涝、台风、暴雨等
自然灾害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之
一，无人机、直升机等航空器机动
能力强、运动速度快、受地形条件
限制少，在应对重特大自然灾害和

事故灾难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

根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 《应急
救援航空体系建设方案》，浙江省
被确定为应急救援航空体系建设试
点省份，我市则被确定为浙江省应
急航空救援常态化备勤点之一。

“奉化区溪口风景区的直升机
临时起降点是我市常态化备勤点。
近段时间，我们开展了包括山区绞
车救援训练、道路绞车救援训练、
物资投放训练等多项训练科目，进
一步熟练跨省救援航线飞行，力争
打造若干支快速响应、快速投放、
高效救援的拳头力量。”浙江省航
空应急救援常态化备勤基地机长钱
佳俊说。

我市完成首次
全域范围森林防灭火巡查

图为直升机在溪口上空巡查。 （吴冠夏 摄）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1周年，镇海区澥浦镇汇源社区前天开展了“我和
国旗合个影”主题快闪活动。来自社区居民和小朋友围着国旗合影，并大
声合唱《歌唱祖国》。 （唐严 汤越 摄）“我和国旗合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