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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活跃度是反映宁波消费市
场活力的“晴雨表”。全市首个年
营业额破 100 亿元的天一·和义商
圈，则是这张“晴雨表”上的重要
典型。

借着宁波消费券和节假日的
“东风”，5 月 20 日开始，天一·和
义商圈的人气已出现复苏势头。例
如在 5 月 21 日，商圈内宁波第二百
货的客流量和销售额环比明显增
长。“以‘520’期间促销力度较大
的黄金品类为例，老凤祥、潮宏
基、曼卡龙等黄金珠宝品牌销售额
的环比增幅在 27%到 50%。”宁波第
二百货相关负责人蒋莉说。

“520”后是端午假期。端午节当
天，天一广场实现了客流量、销售额
双增长，其中客流量突破 19 万人

次，与前一周末相比增长了 70%。广
场内多家餐饮单位门前排起长队，
营业额比 4 月初提升了 50%以上。

由于对消费市场充满信心，天
一·和义商圈 4 月至 5 月新开店铺数
达到 22 家，相比今年一季度增加
了 14 家，一半以上是宁波首店或
独有店、旗舰店。“老牌商业想要
焕发新的活力，‘首店+新颖’的
营销活动是法宝。”天一·和义商
圈相关负责人说。

“从表象上看，由于市民的消费
意愿和消费行为趋向谨慎和保守，
目前的宁波市场并未出现‘报复性
消费’的情况，但有明显的‘恢复性
消费’特征，虽然做不到短时间内爆
发，但回暖的势头强劲。”宁波商务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江玉兵说。

想要商业端消费“满血复活”，
消费信心很关键，宁波提振消费的
心情也很迫切。继 4 月底发放超 3 亿
元消费券后，6 月 3 日起，市本级又
开始发放总额为 1.5 亿元的满减消
费券，不仅形式更加多样，还将使用
范围扩展到 20 余万家商户，有效发
挥了重点领域杠杆撬动作用。

供给端的推陈出新正在提速。
业内人士透露，随着全国疫情防控
形势趋稳向好，许多本就签约的新
店会加速在各大商圈装修、落户，
具体数字不小，其中很大部分是宁
波首店、浙江首店甚至全国首店。
今年，预计还会有 15 个大型商业
综合体在各区 （县、市） 开业，包
括 TOD 商业体鄞州龙湖天街、宁
波宝龙一城等。

人气销量齐增 商圈消费势头看好

记者 俞永均

在昨日举行的 2022 中国（宁
波）—中东欧国家商协会商务合
作大会上，波兰游艇品牌卡帝尔
中国区代理商欧尼尔游艇有限公
司签约落户宁波保税区。“我们非
常看好未来中国—中东欧游艇贸
易新机遇，希望以此次落户为契
机，共谱双方合作新篇章。”欧尼
尔游艇有限公司代表说。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双边贸易领域不断拓展，目前已
涉及机械、化工、通信、物流商贸、
新能源、金融、农业等诸多领域。
今年 3 月，宁波首次将游艇纳入
中东欧进口消费商品清单，可享
受贸易优惠政策，此举引起了国
内外游艇业界的关注。

“中国和中东欧国家未来合
作空间十分巨大，建议设立中
国—中东欧水上休闲产业促进中
心，可将秘书处设在宁波。”大
会现场，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
游艇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郑
炜航指出，要统筹中东欧各国政
府和行业商协会的力量，把中东
欧环保节能游艇及配套相关产品

进口到中国，同时，把中东欧规
划、建设海岸线和公共游艇码头的
先进管理经验引进到中国。他还表
示，宁波是制造大市，有一批生产
中小帆船、中小钓鱼艇和先进钓鱼
设备的企业，下步要积极拓展中东
欧市场。“鉴于宁波的产业优势和
海洋资源特色，把中国—中东欧水
上休闲产业促进中心秘书处设在宁
波顺理成章。”郑炜航说。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我国
逐渐形成了庞大的中高端消费市场
和消费人群，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
游艇消费大国。中东欧国家特别是
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希
腊、波兰、斯洛文尼亚，在游艇建
造、游艇码头建设、游艇贸易等方
面具有比较优势，并拥有成熟的游
艇业管理经验。

“近年来，宁波市民对游艇消费
的意愿在增长，特别是在游艇商务
休闲、游艇培训、海钓帆船运动、海
岛旅游方面关注度比较高。”宁波市
游艇行业协会秘书长李梅表示，该
协会将持续关注游艇行业发展，与
各国商会特别是中东欧国家商协会
加强合作，争取更多的中国—中东
欧游艇贸易在宁波口岸开展。

中国—中东欧游艇贸易潜力大
专家建议设立水上休闲产业促进中心

“在建立 IPO 税务风险管理
体系过程中，税务部门全程跟进
指导，让我们离上市的目标更近
了一步。”日前，浙江双宇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王旭昆高
兴地说。

“双宇电子”是我市光伏龙头
东方日升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
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
技术企业，其运用太阳能发电的
光伏照明灯具远销欧美市场。今
年，该公司受疫情和原材料价格
上涨影响，导致现金流紧张，产能
下滑，影响了上市进度。

在了解到企业相关情况后，
宁海县税务局启动了“凤凰行动”
计划，精准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帮
助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超
3000 万元，缓解了企业资金周转
压力。同时，该局还派出“税收智
囊团”协助企业建立 IPO 税务风

险管理体系，帮助分析公司财务状
况，研判潜在风险并提前做好预防。

今年以来，宁海县税务局立足
“培育、股改、辅导、报审、挂牌、上
市”六大环节，出台送政策、优服务、
防风险三项举措，积极探索税收助
力企业挂牌上市的新路径。该局通
过大数据摸排，锁定全县具备上市
资质又有上市意愿的企业，分层次、
分行业、分梯队梳理拟上市企业名
单。同时，组建“税收智囊团”，与拟
上市企业结对，通过“精准+定制”
的服务模式，一对一提供税收法律
和政策辅导，防范化解公司上市的
涉税风险。

此外，该局还建立“凤凰行动”帮
扶台账，制定一户一册个性化税收服
务方案，主动靠前问诊，点对点解决
企业困难。自实施“凤凰行动”计划以
来，累计为 39 家拟上市企业解决涉
税难题。 （俞永均 卢小龙）

宁海为拟上市企业增添“税动力”

初夏时节，宁波消费市场迎来久违的春天——

失去的消费，何时能“满血复活”？

“最近生意很好！前
几个月，打车单子集中
在闹市区，这个端午节，
即使在偏僻的巷子里也
有人打车。”

消费热不热，网约
车司机们很有发言权。
司机张师傅告诉记者，5
月初，他需要等待一定
时间才能接到下一单，
半夜 12 时后鲜有单子
进来，如今打车单子能
无缝衔接到凌晨4点。

在疫情防控形势趋
稳向好、跨省游恢复等
因素的加持下，从 5 月
底开始，宁波消费市场
经历清明和“五一”小长
假两个淡季后，终于出
现回暖的苗头。

市商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端午假期前两
天，全市重点监测的 50
家样本企业合计实现销
售（营业）额 4.27亿元，
同比增长5.7%。其中，家
电类产品销售额超 1.5
亿元，同比增长 17.7%，
商场百货营业额同比增
长 4.4%，餐饮单位营业
额同比增长91.7%。

初夏时节，消费市
场终于迎来“久违的春
天”。但问题紧随而来，
宁波消费距离“满血复
活”还有多远？

记者 孙佳丽 苟雯

6 月 3 日下午 5 点多，已过下
班时间，广汽丰田宁波金丰店销售
人员杨女士才有时间稍微歇口气。
本来计划早点回去陪伴家人，但面
对手边两组看车的客户，她加班到
了晚上 8 点。

“平常周末平均到店的客户约
20 组。端午节一天，我们接待了
60 多组，比平常周末增长 50%，创
下近两年来新高。”金丰店店长任
海燕回忆说，16 位销售人员根本
不够用，管理层全部到展厅接待引
导客户，成交率也比平时提升了 5
个百分点。

不仅是金丰店，上周末，宁波
轿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30 多
家汽车 4S 店的订单量普遍增长三
成以上。运营副总裁王安平表示，
宁波汽车消费市场总算熬过了一段

困难时期。
原来，今年 4 月至 5 月，受疫

情多点散发的影响，店内人气持续
受挫，整车生产地、零部件供应地
的货运物流断断续续，订车周期延
长至 1 倍以上，部分车型的提车时
间甚至遥遥无期。粗略估算，上两
个月，宁波地区不同品牌新车销售
量同比下降了 30%至 50%。

转 机 出 现 在 5 月 底 。 5 月 31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
对单车价格不超过 30 万元的 2.0 升
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购
置税，光金丰店就有八成以上车型
能享受这一政策。同期，宁波市本
级和各区 （县、市） 纷纷推出汽车
消费券，刺激汽车消费市场。从销
售数据上看，效果很明显。

“如果全国疫情防控形势能持

续趋稳向好，那么在 6 月下旬，大
部分汽车企业产能会大量释放，生
产 链 、 供 应 链 将 恢 复 至 正 常 水
平。”王安平认为，在销售端，购
置税的下调和本地大额消费券的刺
激，会让汽车消费市场回暖，甚至
出现爆发之势。

王安平提到，对消费者而言还
有个好消息，那就是很多高端品牌
汽车价格已经下滑。以宝马 5 系为
例，相较去年年底，同样配置的车
型，价格如今已优惠 7 万元至 8 万
元。奥迪品牌部分车型价格也比去
年优惠了 3 万元至 4 万元。同时，6
月份开始，很多汽车品牌的促销力
度进一步加大。

汽车是限上社零中占比最高的
单项商品。汽车消费的回暖，有望
有效拉动整体消费的复苏。

客流创下新高 汽车消费或迎爆发

“进入 6 月以后，明显感觉旅游
市场热起来了。”这些天，中国国旅

（宁波）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陈金忙
着策划新的旅游产品。这样的忙碌，
他已经期盼多时。

据携程平台数据统计，相较清
明假期，今年端午假期宁波文旅市
场总订单量增长 83%，其中酒店餐
饮订单量增长 65%，景区门票订单
量增长 25%，乡村旅游订单量增长
6%。

记者调研发现，不仅市内“微度
假”持续回暖，日前，跨省旅游“熔
断”机制的调整，有序恢复文化与旅
游市场的消息，为跨市、跨省旅游市
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宁波旅游
市场上，相关旅游产品的咨询量明
显增加，出团量不断上升。

“这周开始，发往金华横店、杭
州千岛湖，以及台州、温州等地的散
客团热度上升，每条线路每周预计
能成行 3 个至 4 个。要知道放在上个
月，这样的散客团，平均一周一个团
都没有。”达人旅业副总裁沈永军
说，针对可能增长的短期旅游需求，
达人旅业新设计涵盖舟山、嵊泗、丽
水等目的地的周边游疗休养产品。
产品一经推出，咨询电话响个不停。

对中国国旅（宁波）国际旅行社
来说，“惊喜”来得更早些。“6 月 1
日，我们就接到了去往新疆、四川等
地的团队游订单。”陈金告诉记者，
这些订单让旅行社当天的营收几乎
赶上了前几个月单月的总营收。

政策方面对文旅市场的进一步
“松绑”，让大部分旅游从业者就此
锚定了上半年的任务目标：抓紧暑
期旅游市场。目前，疗休养、研学游、
亲子游等旅游产品已相继出现，海
洋运动、“农场主”体验等主题旅游
产品十分火热。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宁波“热
度”较高的还是市域范围内的“微
度假”目的地，不少市民对于跨省
旅游仍持观望态度。“中小学生跨
省出行需要报备，这是影响出市甚
至跨省游的重要因素。”业内人士
表示，很多旅行社在设计旅行产品
的时候同样会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
影响，比如航空公司排班计划不确
定等。

瞄准暑假出行 文旅复苏仍需时间

图为跨江聚合型商圈中海环宇城图为跨江聚合型商圈中海环宇城。。（（许天长许天长 摄摄））

记 者 俞永均
通讯员 朱晓瑜

受疫情反复影响，二季度以
来全省服务业发展速度逐步放缓，
宁波的情况又如何呢？来自市统计
局的信息显示，宁波规上服务业在
交通运输、信息软件、租赁商务、科
研技术等主要行业的带动下，表现
出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

经济规模扩张保持平稳。今
年前 4 个月，我市规上服务业企
业实现营收 1915.0 亿元，同比增
长 23.9% ， 快 于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17.2 个百分点，与 1 月至 3 月相
比增速提高 1.9 个百分点，同期
全 省 回 落 2.4 个 百 分 点 。 据 分
析，全市外贸总体趋势平稳，疫
情影响周边港口，促使宁波港口
业务量增加，部分航线海运费依
然暴涨，促使货运代理行业保持
了 63.4%的高速增长态势，并带

动规上服务业继续快速增长。
经济效益总体稳中有增。1 月

至 4 月，我市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
利 润 总 额 86.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7%，比一季度提高 3.7 个百分
点，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0.6 个百分
点。企业亏损面为 37.9%，比全省
平均水平低 6.7 个百分点。与上年
同期相比，我市规上服务业企业亏
损面扩大 2.2 个百分点，但表现仍
好于全省。

规上服务业社会贡献小幅提
升。前 4 个月，我市规上服务业企
业吸纳从业人员 98.6 万人，同比增
长 2.9% ； 企 业 支 付 劳 动 者 报 酬
346.9 亿元，同比增长 16.9%。从人
均指标看，宁波规上服务业企业人
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0.5%，快于
全省 19.8 个百分点；人均利润总额
同比增长 7.4%，快于全省 3.3 个百
分点；人均创造流转税同比增长
17.4%，高于全省 24.7 个百分点。

宁波规上服务业发展平稳
前4个月吸纳从业人员98.6万人

中东欧国家游艇产业发达。图为匈牙利巴拉顿湖边停满了各种游
艇。 （俞永均 摄）

端午假期端午假期，，天一天一··和义商圈人潮涌动和义商圈人潮涌动。。（（王剑波王剑波 孙佳丽孙佳丽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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