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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考察时强调，
宁波舟山港在共建“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
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硬
核”力量。要坚持一流标准，把港口
建设好、管理好，努力打造世界一流
强港，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一年来，宁波海关深入贯彻落实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密集出台了多
项支持措施，助推宁波舟山港打造安
全、便捷、绿色、高效、经济的世界
一流强港。

以数字化改革为助力，支持世界
一流强港建设。智慧港口是下一代枢
纽港口建设的必然趋势，全球主要集
装箱港口均投身智慧港口规划建设。
宁波海关在数字化改革过程中，通过
将“智慧海关”与“智慧港口”有机
对接，不断提升协同水平。目前，宁
波海关已与宁波舟山港建立了包括集
装箱进出口、装卸船等码头作业信息
和海关放行信息、查验移箱指令、锁
箱指令、准装指令等海关作业指令在
内的多种联网信息。货物从申报到放
行，再到进口货物的提箱预约、出口
货物的配载装船，均实现了全流程线
上办理，完成从“最多跑一次”到

“一次都不跑”的跨越。经过新一轮
数字化改革，宁波舟山港实现了集装
箱进出口业务全程操作无纸化、物流
节点可视化、数据信息透明化，集卡
车辆全程重载率和码头运转效率大幅
提升。

创新监管服务，力促新兴业态快
速发展。从港口发展总体趋势和格局
看，各港口对箱源、航线、腹地资源
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如何帮助宁波舟
山港抢抓发展新机遇？以义乌国际陆
港“第六港区”建设为例，宁波海关
坚持问题导向，对通过境内铁路运输
方式进入义乌国际陆港的货物视同进
入宁波舟山港，实行货物“一次申
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企业可
以提前办理货物配载等手续，享受

“同港同策”便利。今年前两个月，
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箱量突破 16 万
标箱，同比增长 50.3%。宁波海关还
不断深化跨境电商和邮件转关协作，开展跨关区邮件转关业务，
充分释放宁波舟山港物流集聚能力。另外，结合“放管服”改
革，在保税仓内实行“集中查验、分散仓储、多点放行”监管模
式，为跨境电商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构建多层次政策咨询体系，“零距离”服务企业。企业是发
展的主体，稳企业就是稳经济。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口岸外贸的
影响，宁波海关积极构建多层次的政策咨询体系，“零距离”服
务企业，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全力实现问题“清零”。去年以
来，宁波海关出台了 《关于保障国际物流链畅通的十大举措》，
降低疫情对外向型经济及外贸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推广实施

“船边直提”“抵港直装”作业模式，进出口企业可直接向各码头
预约办理“船边直提”“抵港直装”作业，集装箱在进港和提离
过程中免去港区堆存和多次装卸环节。与传统港区作业模式相
比，集装箱提货时间从 1到 2天压缩到 3至 5个小时。今年年初，
受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影响，空箱资源在国内国际大循环中的作用
大幅显现，宁波海关主动对接港务部门和船公司，深度参与宁波
港域集装箱空箱阶段性短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合力破解瓶颈，
着力缓解口岸“用箱难”。

严守国门安全防线，确保口岸安全。面对境外疫情的严峻形
势，宁波海关作为国门“第一哨”，严格落实海关总署及宁波市
推进疫情防控工作统一部署，严防境外疫情输入，取得明显成
效。按照“三查三排一转运”要求，做好船舶登临检疫工作，做
好与地方政府及各相关单位的沟通衔接，实现疫情防控的无缝对
接和闭环运作。对于进口冷链货物，严格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要求和海关总署防控工作部署，全面开展冷链货物新冠病毒采
样和预防性消毒工作。截至目前，宁波海关已妥善处置9起船舶
检出新冠肺炎疫情案例，通过与各相关单位的协作配合，宁波未
发生一例境外输入关联病例，圆满完成了“外防输入”的硬任
务。

一年来，宁波舟山港展现出蓬勃发展活力。2020 年，宁波
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 12年保持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继续
位列全球第三。今年 1 月至 2 月，港区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520 万
标准箱，同比增长27.9%，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作者单位：宁波海关）

打
出
通
关
组
合
拳

激
发
港
口
新
活
力

—
—

宁
波
海
关
助
力
世
界
一
流
强
港
建
设
的
实
践
与
思
考

21 世纪以来，我市十分重视发
展总部经济，相继制定出台了一系列
配套性政策文件，鼓励总部企业做大
做强，引导企业集聚集群发展。2012
年，宁波总部经济发展迎来一个高光
时刻——在权威机构评选的全国 35
个主要城市总部经济发展能力排名
中，宁波总部经济发展能力首次跨入
全国前十强，与杭州、天津、南京、
成都、武汉等 5 个城市一起进入第Ⅱ
能级，而第Ⅰ能级的 4 个城市分别是
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宁波逐渐形
成了以东部新城、南部商务区为代表
的总部企业集聚区。东部新城依托国
际贸易展览中心、国际航运服务中
心、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等三大中心，
积极打造以金融、国际贸易为特色的
总部聚集地。南部商务区作为本土总
部企业的重要集聚区域，入驻的各类
总部企业超过 30 家。杭州湾新区形
成了以工业企业总部、研发中心等为
主的工业集中发展区。

与此同时，我市总部企业机构加
快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通过不断对
外投资，足迹遍布全球各地。浙江吉
利汽车有限公司自 2012 年开始，在
埃及、白俄罗斯、乌拉圭等地设立了
6 家营销子公司，在瑞典设立汽车研
发机构，积极利用境外人才、科技等优
质资源。舜宇集团频频通过海外并购
进行扩张，相继收购了上海、韩国、美
国、以色列等地的光学公司，手机镜
头、车载镜头、手机摄像模组等多款主
打产品位居世界前列，跻身《福布斯》
全球企业 2000 强榜单。

据了解，宁波总部企业跨国投资
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纺织服装、资源
开发、设备制造、家电及文具等行业。
这些企业海外投资动机多元，既有自
然资源寻求型，也有技术、品牌、管理
等战略要素寻求型，更有市场寻求型。

来自市服务业局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19 年 9 月底，宁波共拥有总部企
业 500 余家，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的
分支机构 143 家。

从“高光时刻”到“苦练内功”

曾经跻身总部经济全国前十强，如今又瞄准总部生态最优市——

看宁波总部经济再次崛起

大楼出租率保持在99%，年税收超过6亿元……鄞州区南部新城的一幢商务楼宇，集聚了250多家知名企业，其中31家为上市
公司的区域总部。这幢楼就是“和邦大厦”，是宁波楼宇经济的佼佼者。

市商务局评选出的 2020 年宁波本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 20 强，是我市总部企业的领头羊。这些总部企业平均跨国指数为
31.7%，境外营收154.95亿美元，境外员工12.3万人，通过境外企业带动进出口总额36.99亿美元。

站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作为宁波现代经济体系战略支撑的总部经济再次起跑。这一次，志存高远的宁波确立了新的目
标——到2022年，力争总部数量超过1000家，努力建成长三角乃至全国总部经济标杆城市和总部生态最优市。

总部经济是产业链、供应
链、创新链、价值链高度集成
的一种经济形态，能给区域经
济发展带来税收供应、产业聚
集、消费带动、就业乘数、资
本放大等明显的外溢效应。专
家认为，总部经济对宁波调整
产业结构、吸引全球优质创新
资源、提高综合竞争实力、深
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大局
有着重要作用。

为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抢
得先机，2020 年 1 月，市委改革
委出台了 《宁波市深化改革推
进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方案》。“该方案立足宁波发达
的民营经济、制造产业和港口
开放优势，以集聚一批契合宁
波发展战略、占据产业链高端
的引领型总部为重点，聚焦港
航 物 流 、 全 球 贸 易 、 绿 色 石
化、智能汽车、新型材料、生
物医药、现代金融、数字信息
等八大重点领域。”市委改革办
常务副主任阎勤说。

同时，《实施方案》 提出，
要重点发展东部新城、三江口、
南部商务区、“创智钱湖”和未
来产业等五大市级总部经济集聚
区，加强对接国内先进城市领航
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等
高成长性企业，支持跨国公司总

部在甬设立投资中心、运营中心、
结算中心、采购中心等经营性机
构。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农贵新则认为，跨国公司的产业技
术研究院、外资研发中心等，代表
了科技创新的“头部”，是未来各
大城市竞争的核心资源之一，宁波
要鼓励跨国公司在甬设立高端“头
脑中心”。

2020 年初，吉利汽车集团总
部、吉利控股和梅赛德斯-奔驰组
建的 smart 合资公司全球总部双双
落户宁波杭州湾新区，成为宁波

“高精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吉利在宁波杭州湾新区建设
了整车研究院、汽车动力总成研究
院、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汽车创意
设计中心等研发集群，宁波成为吉
利全球 4 大研发中心之一。

发展总部经济，还要想方设法
改善营商环境。和邦大厦能吸引这
么多重量级公司入驻，秘诀何在？

“顺丰速运 2007 年入驻后，每年要
用掉 6 万多本发票，数名专职员工
在发票上盖章仍难满足企业业务需
求。为此，我们多次与区、市税务
部门沟通，最终将发票专用章直接
印制在发票上。”和邦大厦负责人
聊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正是这些温
馨服务，让顺丰速运安心扎根鄞
州，13 年间营收增加了 30 多倍。

“下一个春天”还远吗？

当前，跨国公司等总部企业运营
模式和全球布局正在重新调整，全国
新一轮总部企业争夺战已经打响。与
上海等总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相
比，宁波在总部企业的规模实力、总
部功能、产业布局等方面有待进一步
完善和提高。

据了解，我市总部企业规模相对
较小，大型总部企业缺乏。目前，宁
波营收最高的企业雅戈尔集团年营收
为 1116 亿元，离 2020 年世界 500 强
企业的上榜门槛 1800 亿元还有近 700
亿元差距。再来看中国 500 强企业排
名，去年宁波共有 10 家企业入围，
而北京、上海分别有 97 家和 30 家，
浙江也有 43 家企业上榜，宁波占全
省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同时，宁波
跨国公司全球总部、区域性总部，以
及国内大企业全国性总部或功能性总
部等高端总部比较少。

宁波总部经济区域特色不够鲜
明。与先进城市相比，宁波无论在发
展环境、发展水平还是在企业质量、
政策扶持方面，总部企业缺乏明显的
竞争优势，并没有充分利用区位条
件、港口资源优势，实现总部企业区
域特色定位和错位发展。

总部企业功能不够完善。目前，
我市多数总部企业总部职能的提升仅
限于依靠传统的销售业务拓展市场，
缺乏最能体现总部企业集聚资源优势
的产品研发、投资管理、营销物流等
更深层次的职能型总部企业。

另外，行业布局也不尽合理。近
几年，我市入围中国 500 强的企业和
宁波引进的世界 500 强项目以制造业
和商贸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高端
商务服务业、科技研发等领域总部企
业相对较少。

“宁波总部经济发展出现的上述
问题，与城市规划、地理位置等有一
定关系。”宁波大学课题组认为，宁
波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数量相对较
少，导致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不
足，尤其是总部企业发展提升所需的
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供给明显不足。
在产业支撑方面，总部经济的发展需
要强有力的现代服务业的支撑，目前
宁波商贸、物流等流通领域的服务业
占比较大，但金融、科研、信息等现
代服务业相对落后，尤其是法律服
务、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高端商务
服务机构缺乏，无法为本土总部企业
发展提供较好的服务支撑。

从发展短板看“成长的烦恼”

宁波海关关员对码头进行巡查。 （向恋梅 摄）

行思录

南部商务区总部经济集聚区。（陈乾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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