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湾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宁波前湾综合保税区这个更高
层次的对外开放平台，可以为企业
投资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竞争
力创造更优越的营商环境，可以支
持企业用足用好相关政策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构建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

下一步，宁波前湾综合保税区将
聚焦“三大中心”建设，积极发挥区位
交通和政策优势，精心规划物流分

拨、检测维修、研发设计三大功能区
域，加快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生物医
药等新兴产业聚集，把政策优势转变
为发展优势，更好服务长三角一体化
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为促进宁波前湾综合保税区建
设，鼓励企业入区投资，支持企业做
大做强，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对新
区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新区还出
台《关于宁波前湾综合保税区产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

《意见》 将优先发展进出口贸

易；优先发展研发设计、检测维修
业务；支持物流平台入驻，开展出
口集拼、出口中转等业务；支持投
资主体为世界 500 强企业、高新技
术项目或具有高成长性、对综合保
税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行业龙头
项目、注册资本 1000 万美元及以上
的外资项目入驻；支持符合综保区
发展方向的高产出制造业项目入
驻。对进出口贸易项目，将根据企
业的智能化设备及系统投资额、进
出口额进行奖励；对于研发设计、
检测维修项目，根据企业实际科研
设备投资进行奖励；对于物流平台
项目，给予运费等相关奖励。

文字 黄程 卓松磊 戴军

为擦亮综保区“金招牌”，杭州湾新区有
哪些产业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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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位于杭州湾新区的宁波前湾综合保税区通过现场封关验收。这标志着杭州湾新

区对外开放平台再升级，功能更加全面，对杭州湾新区承担好浙沪合作示范区、前湾新区

核心区和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综合保税区，是经国务院
批准，设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
内，实施封闭监管，以保税加工、保
税物流和保税服务为基本功能并
赋予配套的特定税收、监管政策的
特定功能区。除相关法律、法规禁
止开展的业务外，综合保税区内的

企 业 可 以 开 展 加 工 制 造 、研 发 设
计、物流分拨、检测维修及再制造、
销售服务、港口作业、中转集拼，以
及经海关批准的其他业务。

综合保税区是目前国内开放层
次最高、优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
全、手续最简化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对发展对外贸易、吸引投资、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等发挥着重要作
用。为支持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
高质量发展，国务院专门出台《关于
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21 条支持措施，
宁波海关配套出台《促进宁波综保
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若干举
措》共 24 条，积极推动综合保税区
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
的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
流分拨中心、检测维修中心和销售
服务中心。

什么是综合保税区？综合保税区有哪些
功能和优惠政策？

宁波前湾综合保税区批复面积
0.71 平方公里，前身是浙江慈溪出
口加工区，于 2005 年 6 月经国务院
批准设立，2006 年 11 月通过海关总
署等九部委联合验收，正式封关运
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跨
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为主，保税仓
储、出口集拼、进口分销等为辅的业
务特色。

自 2016 年 5 月份被列为第一批
中国（宁波）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园区后，出口加工区跨境电商产
业各项指标增长迅猛，2017 年跨境
电商进口货值突破 14 亿元；2018 年
货值实现翻番；2019 年实现跨境电
商进出口交易额 8.61 亿美元，完成
进出区货值总额 85.01 亿元；2020
年 4 月，国务院批复出口加工区整
合优化为宁波前湾综合保税区，今

年 1-11 月，宁波前湾综合保税区实
现外贸进出口值 34.64 亿元，同比增
长 31.85%，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
清单 2306.69 万票，货值 40.34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34.2%和 45%。

2019 年以来，杭州湾新区以出
口加工区为依托，围绕“物流分拨、
检测维修、研发设计”三大中心打
造，园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优势产
业加快形成，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保
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根据区内跨境电商特色产业的
发展，新区商务和市场监督管理局

（宁波前湾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积极
配 合 新 区 海 关 试 点 开 展“ 同 仓 存
储、同包发货”“退货中心仓”“一盘
货出口”等业务监管新模式。

数 据 显 示 ，截 至 11 月 底 ，“同
仓存储、同包发货”新模式已累计

放行同仓存储的大贸商品单独发
货 217.59 万单，货值 3.87 亿元；跨境
商品和大贸商品同包发货 3.06 万
单，货值 645.01 万元。“退货中心仓”
累计接收跨境商品退货 80.12 万件，
货值约 5600 万元，为企业增加营业
收入约 136 万元。“一盘货出口”业
务共放行跨境电商包裹零售出口商
品 3630 票，货值 133.09 万元。

截至 11 月底，宁波前湾综合保
税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6.7亿元，吸引了菜鸟跨境自动化标
杆仓、永强集团户外休闲用品出口集
拼中心、美国沛弗埃轴承产品出口集
拼中心、香港上市企业兴业盛泰铜材
进口分销中心等一批项目入驻运营。
今年以来，根据综保区政策，进一步
优化进出区货物流程，打通境内境外
两个市场，吸引了以电子商务为主要
业务的赛诺韦尔科技（浙江）有限公
司、宁波搜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雅
迪电动车出口中心等多个项目，部分
已经建成运营，另有多个上市企业的
项目正在洽谈中。

等级最高的特殊监管区，为何花落杭
州湾新区？

对外开放平台再升级对外开放平台再升级，，功能更全面功能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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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会精神 大家谈③
黄明朗

“推动民生事业发展继续走在
全国全省前列，建设民生幸福标杆
城市”，这是宁波“十四五”发展
的重要目标。什么是幸福标杆城
市？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支持深
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的意见中曾这样表述：“打造民
生幸福标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共
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

标杆就是样板、就是榜样。建
设民生幸福标杆城市，意味着从发
展理念、规划设计、投入强度、建
设成果，以及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等方面都要走在前列，高人一招，
胜人一筹。确立这一宏伟目标，既
令人期待、催人奋进，又任务艰
巨、压力倍增。把光明前景变为美
好现实，在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
至少需要在几个方面进行比拼。

一是抉择能力。“世界上最重
要的事，不在于我们在何处，而在
于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坚持正
确方向，才能事半功倍；方向发生
偏差，往往会跟“民生幸福”渐行
渐远，甚至南辕北辙。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强调，“人民至上是作出正
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十三五”时

期，我市坚持不懈抓好增进民生福
祉的各项工作，大力兴办稳就业、
老旧住宅小区改造、中小学校和幼
儿园扩容、养老助老服务等民生实
事，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实现全国文明城市

“六连冠”，第 11次获评中国最具幸
福感城市。

不过，改善民生永无止境，在新
的发展阶段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比如，目前服务优良、价格实惠的养
老机构一床难求，居家养老服务还
处在初创阶段；高校数量尤其是质
量不尽如人意，人才培养受到一定
局限；有些中小学名校生源超出一
倍以上，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医院诊疗水平同沪杭等城市还有一
定差距；房价居高不下，“住不起”的
问题还比较突出……总之，群众期
盼已然“升级”，从劳有所得到劳有
厚得，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从老
有所养到老有颐养，从病有所医到
病有良医，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
……建设民生幸福标杆城市，就要
体恤民情,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的决心，向百姓生活的痛点难点“开
刀”，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二是谋划水平。今年初，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一些企业遭遇“订单

荒”，不仅被迫辞退员工，导致失业
率增加，消费水平降低，而且上下游
企业生产也受到影响，甚至造成产
业链断裂。国家通过减免税收等方
式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特别是
搞活中小企业这个最大的劳动力吸
纳器，不仅稳定了就业，提高了居民
收入，提升了社会购买力，构建起完
整的内需体系，还增加了税收，提高
了公共积累，使生产、分配、流通各
环节实现良性循环，为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大支撑。

这给我们以深刻启示，古人说
“谋定而后动”“不谋全局者，不足
谋一域”。解决民生问题，关系千
家万户，涉及千头万绪。建设民生
幸福标杆城市，不能盲目行动，避
免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而应把握事物的相互联系，总
揽全局，高屋建瓴，坚持系统观
念，对经济和社会、内需和外需、
城市和乡村、民生和治理、发展和
安全等各方面关系，尽可能以“人
之所需”为基本考量，进行科学的
顶层设计，体现在相应的制度安排
和政策制定当中，力求作出正确决
策。通过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破
解发展新难题，厚植发展新优势，
培育发展新动能，推动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
需求。

三是投入强度。建设民生幸福

标杆城市需要把城市建设的各个方
面落到实处，而且许多事情不是短
期内能够完成的，没有真金白银作
保障只能是画饼充饥。改革开放以
来，我市已经积累起巨大的财力、
物力，为满足民众的迫切愿望打下
了坚实基础。然而，当前疫情仍在
全球持续蔓延，民生领域受到前所
未有的冲击。“十四五”乃至更长
时期，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
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将面临各种风险挑战，甚
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财
政收支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考验。

因此，党政机关应该始终把民
生问题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坚持
过紧日子，让利于民，厉行节约，
精打细算，集中更多财力物力，健
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及时推出
有力度、有温度的举措，坚持全覆
盖、保基本、促均衡、提品质，集
中精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
性民生建设，大手笔投入民生基础
设施建设，锲而不舍地推进民生保
障事业持续发展，提高百姓满意
度，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努力建设民生幸福标杆城市
易其洋

在近日评选出的“2020 爱心宁
波”十大暖心故事中，江北区慈城镇
山东村徐惠明照顾孤寡老人苏美云
的故事在列。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
起，徐惠明一直照顾苏美云老人，将
老人接到自己家里居住，在老人需
要专人照顾时，自掏腰包把老人送
进了敬老院；老人去世后，又为老人
操办了后事。

徐惠明敬老助老的故事，还有
个为人津津乐道的后续：苏美云老
人去世后，突出冒出了一笔价值超
百万元的遗产，村党支部坚持遗产
的 50%让非亲非故的徐惠明继承。
于是，一个“好人有好报”的故事广
为流传。

听说了这个美丽而动人的故
事，我们当然可以说，“好人有好报”
这一朴素的民间价值观，在徐惠明
身上得到了验证。但以此证明“好人
有好报”，并过分宣扬，我以为是值
得商榷的，有把“好人有好报”浅薄
化甚至庸俗化的嫌疑。

徐惠明照顾孤寡老人苏美云，
当初不可能知道老人身后会留下价
值超百万元的遗产，更不可能知道
这笔遗产他能分一半。反之，如果他
当初有此“神算”，那他就不配称“好
人”，甚至有投机取巧、沽名钓誉之
嫌。徐惠明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照
顾苏美云老人，并为她养老送终，纯
粹是因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大
爱情怀——老人需要有人照顾，而

不是照顾了老人会有遗产继承。
如果苏美云老人离世，并没有

突然冒出来的遗产，徐惠明也无一
半遗产好继承，是不是就可以说好
人没有得到好报呢？显然不能。就算
没有利益回报，甚至会有利益亏损，
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看到别人
有难，一些人还是会义无反顾地伸
出援手，无怨无悔。正是因为，扶危
济困是美德，是道德律，是值得追求
的，是超越物质的。人生在世，谁都
无法保证自己不会遭遇苦难，帮助
他人，造福社会，必然有益于个人。
再说了，帮助别人，还有“助人为乐”
一说，也能养成好的家风，“积善之
家，必有余庆”。被人赞扬，被社会承
认，自己开心，就是一种“好报”，也
是许多人扶危济困的动力所在。

徐惠明能够分得苏美云老人的
一半遗产，当然是好事，也可以说是

“好人有好报”的一种验证。但这只
是偶然事件，不宜过分宣传和夸大
它的意义。对于许多“好人”，我们的
舆论、法律、道德观念，会给予极高
的评价甚至是补偿奖励，但那往往
是事后的。而且，这样做的目的，显
然是鼓励更多人“从善如流”，而不
是因为有遗产好继承这样的“现世
报”才去助人。

30 年如一日，徐惠明不离不弃
地照顾苏美云老人，难能可贵。30
年后，徐惠明无意间得到“高额回
报”，如果要说什么，也许可以用一
句话评价：得之，徐惠明幸运；不得，
徐惠明无悔。

莫用“有遗产继承”
证明“好人有好报”

朱晨凯

近日，湖南娄底一小学体育老
师杨老师本打算在课上展示打拳、
翻跟头，结果“翻车”。10岁的罗
同学“甩衣出战”上演武术大片：
杨老师翻完跟头，他则连翻九个跟
头。杨老师表示：“我本来想给他
们展示一下，让同学们对我崇拜
点，上课认真一点，没想到他挺厉
害”（据 12 月 28 日新华社）。

体育老师“翻车”，这条新闻
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很多网友被罗同学精彩的表演震

撼，也善意地调侃了老师。笔者看
了这则新闻，有三点想法。

首先，作为老师，确实有必要
在学生面前展示个人魅力。一些体
育老师叼着哨子拿着秒表“按套
路”上课，自己是“轻松”了，学
生不认真对待也在情理之中。杨老
师展示翻跟头，出发点是“让学生
对自己崇拜点，上课能认真点”，
并非“显摆”，而是教学需要。事
实上，杨老师几个跟头翻下来，课
堂氛围瞬间活跃，也就有了罗同学
的“应战”，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
起来，课堂效果自然好。

俗话说，给学生一杯水，教师
要有一桶水。无论是体育老师还是
其他课目老师，自己先得有“两把
刷子”。随着时代发展，老师更应
该善于思考、敢于创新，把学生的
注 意 力 从 手 机 、 电 脑 前 “ 抢 回
来”。在课堂上让学生信服，在学
生心中“立威”，赢得了学生钦
佩、尊重，教育就会更具说服力，
效果也会事半功倍。

其 次 ， 老 师 比 学 生 “ 本 事
大”是应该的，但绝不应轻视学
生。每个学科，专业知识是很广
泛 的 ， 比 如 语 文 ， 就 包 括 听 、

说、读、写等方面，班里有学生
字写得比老师还漂亮，或者说普
通话讲得比老师还标准，读过老
师 没 读 过 的 书 ， 是 很 正 常 的 现
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多
鼓励和帮助学生，对学生多一些
理解和尊重，保持一份谦逊，本
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最后，笔者似乎也闻到了“体
育课被占用”的味道。在这则新闻
背后的跟帖中，关注度最高的一条
网友评论，获赞近 5000 次，说的
是“这个体育老师已经算有点东西
了，要知道不少体育老师经常‘病
假’呢”。细细品咂，这么多网友
通过肯定这名“翻车”的杨老师来

“含沙射影”，说明占用体育课现象
并非个例，民心所向清晰。

由体育老师“翻车”想到三个问题

担

忧

罗
琪
绘

▲宁波前湾综合保税区。

◀今年“双 11”，前湾综合保税区
内业务繁忙。

（卓松磊 黄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