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2 要闻
2020年10月12日 星期一
一版责任编辑/陈 达
二版责任编辑/黄 琼

记 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王 凉

“跨境电商，我们业内原来叫
恐龙蛋。看着是个蛋，但孵出来就
是恐龙！”遨森电商董事长严光耀
一语道破成长秘辛。

日前，在新三板企业遨森电商
发布的公告中，今年上半年，遨森
电商营业收入为 15.80 亿元，同比
增 长 87.80% ； 净 利 润 1.70 亿 元 ，
同比增长 493.13%。

截至目前，遨森已在全球布局
了 15 个海外仓，总面积近 20 万平
方米，占到了全市海外仓总面积的
八分之一。

成长迅猛！“小恐龙”还缺点
啥？10 日下午，副市长李关定率
市商务局、市科技局、市金融办、
镇海区相关负责人专门来到遨森电
商实地调研，面对面排忧解难。

“恐龙蛋”变“迅猛龙”

今年以来，宁波 22 家重点跨
境电商企业增长均在 50%以上，部
分如豪雅、乐歌、遨森等头部企业
增长甚至超 100%。究其原因，疫
情是个绕不开的背景。

疫情催生“宅经济”，购物习
惯开始向线上迁移。海外电商渗透
率大幅提升。

疫情之下，中国商家成为最大

赢家之一。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 26.2%。宁波最新数
据则显示，今年 1 月至 8 月，全市
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 996.6 亿
元。

作为国家重点培育的外贸三大
新业态之一，宁波的跨境电商不辱
使命，阔步向前。

由于龙头企业普遍设有海外
仓：将商品运往海外仓库，通过海
外提前备货的形式，以物流信息系
统远程操控仓储货物管理库存，同
时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实现退换
货与本地维修，极大提升了海外买

家的购物体验。即便疫情一度导致
出口不畅，但海外仓保证了业绩增
长。

市商务局副局长陈利珍指出，
截至目前，宁波有 50 余家企业在
全球 20 多个国家建立了 150 余个海
外仓，总面积近 160 万平方米，在
北美、欧洲等地均有布局。

据介绍，目前镇海区跨境电商
正处于业态丰富阶段，近几年，镇
海在电商园区建设、电商服务体系
完善、电商人才培育等方面作了一
些富有成效的探索。

以遨森电商为例，其业绩倍
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背靠电商

资源+海外仓。
“ 我 们 今 年 增 加 了 7 个 海 外

仓 ， 还 没 全 部 交 付 。 从 11 月 开
始，又要新建 7 个海外仓，为明年
作打算。”严光耀说。

金融、科技齐助力

其实，在外贸圈，跨境电商还
有另外一个雅号——“轻骑兵”。
既言其增长迅速，又言其轻资产、
轻比重。

然而这二者却存在本质矛盾。
因为如果要背靠海外仓，那么资金
就是跨境电商核心发展动力。

“ 我 们 刚 在 英 国 买 了 一 个 仓
库，耗资 2 亿元人民币。接下来，
11 月份要买的 7 个仓，预计费用在
15 亿元以上。”严光耀说，既然选
择做平台型跨境电商公司，就需要
持续的资本投入。

“小恐龙”长得快，吃得自然
也多了。

市领导当即开出两剂药方，一
是加大科技投入，申报高新技术企
业，为广大跨境电商企业前行探
路；另一方面，用好金融资源和资
本市场，破解“成长的烦恼”。

在此框架下，市科技局一级调
研员李旭表示，在申请跨境电商行
业高新技术企业方面，市科技局将
以遨森为典型。他建议企业从专利
和研发两方面入手，今年争取申报
专利，推动企业从新三板创新层进
入精选层。同时，市金融办副主任
高岷提醒企业，在快速成长阶段注
意管控风险，保持健康稳健发展。

布局海外仓，为业绩增长作准备

把宁波“网店”开到海外去

跨境电商企业工位上，头脑风暴时刻进行中。
（单玉紫枫 王 凉 摄）

记者日前在江北工业区前江街
道的宁波展鹰智能卫浴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看到，工人们正在忙碌
有序地工作。疫情防控期间，公司
生产的一款自动给皂器订单接踵而

至。该款产品主要出口到欧美国
家，往年销售 1万套，今年已经销
售了约 6万套，销售额达到了 1100
万元。

（陈结生 马佳威 摄）

忙生产 保订单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崔 宁 郑水萍

秋晨，四明山麓寒意微露。6
时，海曙区集士港镇四明山村还笼
罩在一层薄雾中，村民郭娣像往日

一样在明城港湾小区垃圾分类投放
点位，开始一天上午、下午各两小
时督导村民正确投放垃圾的志愿工
作。“原先全村有 89 个垃圾桶点
位，现在只有东南西北 4 个投放
点，一开始村民不习惯，两个多月

下来，不但能集中投放，而且分类
正确率高达 95%。”郭娣笑着告诉
记者。

居住着 1282 名村民的四明山
村 属 于 半 山 区 ， 2018 年 下 半 年 ，
因桃源湾项目建设，村民拆迁安置
至明城港湾小区。从村民变身居
民，很多人依旧习惯在家门口随时
投放垃圾。“要撤桶并点、定时投
放、定时收运，工作的难度可想而
知。”四明山村党支部书记谢承龙
介绍，村委会集思广益，运用乡村

“土办法”，让该村垃圾分类从零起
步，成为村民的生活新时尚。

最“土”的办法莫过于沿用村
民习惯的耕作模式，将垃圾分类整
出“责任田”。“我们将小区划分为
4 个责任片区，每个片区由村委会
成员担任责任人，村民担任组长，
网格员为成员，做到分片分户、责
任到人。”谢承龙介绍，每周 4 个
片区责任人需要进行不定期交叉巡
查，巡查结果则被纳入村干部年度
绩效考核。

“分了垃圾分类‘责任田’，大
伙就像守护好农作物一样管理自己
的‘一亩三分田’。”村民谢海良自
从被推选为第一责任区组长后，从
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桶边督导到
入户指导，谁家垃圾分类做得好，
谁家分类不到位，他心里有一本

“明白账”。
像谢海良这样的村民不在少

数，包括郭娣在内，四明山村如今有
50 名志愿者。每天上下午垃圾定点
投放时，他们在桶边认真督导，成为
村内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另一个“土法子”就是依托农村
熟人社会，来个“全民大动员”。“除
了在小区内用音响系统、垃圾分类
横幅等传统方式进行宣传外，还召
开了全体村民大会，并让村民以户
为单位，分 8 批次来村委会学习垃
圾分类知识。”谢承龙说，声势浩
大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很快在全
村形成了浓郁的氛围，垃圾分类理
念和习惯渐渐融入村民日常生活。

真切感受到乡村“颜值”与
“气质”有了大变化的还有龙观乡
梅树小区村民。有 302 户居民的梅
树小区实行垃圾定点定时投放两个
多月来，垃圾分类准确率超过 90%。
村民吴岙宁见证了村容村貌和村民
素质的蝶变，她深有感触地告诉记
者：“以前，村民喜欢随手丢垃圾，
垃圾桶边发出阵阵异味，还招来蚊
蝇。现在，村民非常自觉地做好垃
圾分类，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海曙区建制村垃圾分类
已经全覆盖。“村民已经逐渐树立
起正确的垃圾分类理念，并身体力
行，争取做到垃圾分类无死角、无
盲区、无空白，让美丽乡村与文明
城市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海曙
区垃圾分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
示。

管好“一亩三分田”，
演绎农村垃圾分类新时尚

四明山村垃圾督导员在指导村民投放垃圾。 （陈朝霞 崔宁 摄）

今年 10 月 16 日是第 40 个“世
界粮食日”。前天下午，海曙中心
小学的师生来到位于鼓楼的永丰库
遗址举行爱粮节粮系列启动仪式。
同 学 们 在 遗 址 前 集 体 朗 诵 《悯
农》，倾听粮农毛爷爷讲述关于水
稻的故事。他们还在国旗下宣誓：
坚守“粮”心，珍食莫蚀，节粮惜
粮齐参与，“光盘行动”我先行。

（陈结生 陶宁 摄）

坚守
“粮心”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李鹏） 一张社保卡究竟能承载
多少用途？从养老保险待遇到失业
金、就业创业补贴，从医保零星报
销费用到残疾人生活补贴、退伍优
抚金，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
领域资金通过社保卡发放。

在前日举行的鄞州区首届“e
卡牵万家鄞领新生活”花漾风尚节
启动仪式暨社保卡特约商户主题夜
市活动上，记者了解到一系列关于
社保卡的利好消息。作为宁波率先
开通的社保卡“一卡通”创新应用
试点地区，鄞州区人社局信息化中
心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鄞州区

已实现人社领域内养老保险待遇、
失业金、就业创业补贴等 6 项资金
及非人社领域内医疗保险零星报销
费用、残疾人生活补贴、退伍优抚
金等 29 项资金，通过社保卡进行
发放。同时，社保卡的跨领域应用
生态不断扩展和完善。来自市人社
局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市共发放实
体社保卡 981 万余张，签发电子社
保卡近 378 万张。装入手机的电子
社保卡目前已经可以在全市 63%的
定点医院和 98%的定点药店实现扫
码就医和购药，还可在全市 260 余
家社保卡特约商户内享受相关优
惠。

实体卡持卡数981万余张，电子社保卡申领近378万张

社保卡公共服务生态圈日渐完善

记者 周琼 通讯员 周琦

“政府有补贴，公司里不但包
吃包住，还特意给我女儿发营养
费，我们两口子一起努力把债还
上，把技术学好，以后回老家创
业，让家里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来自贵州省望谟县纳夜镇纳夜村的
韦套满是憧憬。

2018 年 7 月 16 日，韦套和妻
子黄道娟成为一对新手爸妈。但让
他们犯愁的是：早产的女儿体重只
有 1000 克，而且患有败血症。为
了给女儿治病，一家人花光了积
蓄，亲朋好友那儿能借的也都借遍
了，欠下一大笔债。一边是嗷嗷待

哺的女儿，一边是困窘的家境，一
家子陷入愁云惨雾。也正是在这一
年，余姚对对口帮扶的贵州省望谟
县、兴义市启动扶“智”造“血”
助力脱贫计划。在这个计划的推动
下，韦套和黄道娟夫妻两人结缘余
姚尹球公司，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
转机。

韦套告诉记者，在公司包吃包
住，还有专门的师傅教他们技术。
得知他们家的情况后，公司工会还
特意捐助了 1500 元用于孩子的治
疗，在孩子康复后，公司还特意为这
个千里之外的员工小家属列支每月
300 元的营养费。如今，两夫妻每月
的工资和补贴加起来有一万多元。

“日子越来越有奔头。”韦套说。
来自余姚人社部门的数据显

示，今年春节后，对口帮扶地区的
近 900 名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在余
姚企业提供的扶贫岗稳定就业，人
均月收入 4000 元以上。

从负债累累的奶爸到手艺娴熟的技工

韦套的小梦想：
学好技术回乡创业

一人有一个梦想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陈
忠兴 楼烧冬）近日，宁波迪赛置业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来到鄞州区行
政服务中心综合行政执法窗口，为
戚隘桥 2#商业地块申请规划道口
开设。“因为项目后续会有自来水、
电力等接入情况，原本以为接入前
需要再来申请许可，没想到窗口推
出了市政审批‘五个一’服务，办事
真的便利了。”申办人说，现在只要
把项目全周期需要挖掘的情况一次
性统筹规划和申报，窗口即可开展
一次性踏勘、审批、发证，大大简化
了流程，实现“最多挖一次”。

鄞州区审管办相关负责人说，
一般房建类投资项目建设周期中，
需实施施工、规划出入口、供水、供
电、供气、供热、网络、广电、雨污水
管接入等 10 类市政配套工程，涉及
挖掘城市道路、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临时占用城市绿化、出入口设置改
变绿化用地使用性质、附属绿地改
变绿化用地使用性质 5 类行政许可
审批，原先一个项目全周期申请、踏
勘、缴费、领取许可证至少需要 10
次、提交材料近 70 份，业主来回跑、
办事效率低问题凸显。

为有效破解这一审批难题，鄞
州在全市率先探索市政审批“五个
一”联办模式，即业主单位统筹项目

建设先后顺序，制定全周期报建计
划，准备一套申请材料，前置一次性
申请完成项目整体道路占用、挖掘
等所有手续；窗口统一受理后，组织
市政、园林中心开展道路挖掘、绿地
占用点位等现场一次性集中踏勘，
踏勘通过后，业主单位一次性缴纳
费用，窗口统一审批，一次性制发所
有许可书，若业主单位因特殊原因
不能在原申报许可时间内施工的，
可提早告知窗口备案并予以延期，
无需重新办理许可，真正实现市政
审批“一次申报、一套材料、一次踏
勘、一次缴费、一次许可”。

据悉，为配合“五个一”改革，鄞
州区行政服务中心综合行政执法窗
口重点精简了审批材料，罗列梳理
5 类审批事项所需携带资料，将材
料由 25 份整合精简至 7 份，业主单
位申请许可时提交一套电子资料，
网上申报不同许可时依托数据共享
获取信息，实现资料提交无纸化和
一次化。

“实施‘五个一’联办模式后，企
业来回跑次数至少下降 50%，提交
材料从原先的 70 份减少至 7 份，掣
肘企业办事的‘繁、难、慢’得到有效
击破，切实提升了企业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鄞州区审管办相关负责人
说。

鄞州率先探索市政审批
“五个一”联办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