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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出炉
宁波 7 家企业上榜

本报讯（记者 黎莉） 7 月 10 日晚，财富中文网根据中国上市企业过去一
年的业绩和成就，发布了最新的《财富》中国 500 强排行榜。今年上榜公司的年
营收门槛为 138.64 亿元，继去年首次突破百亿之后，提升了 22.44%。中石化、
中石油和中国建筑依旧分列前三甲，其中中石化以 23601.93 亿元的营业收入
和 511.19 亿元的利润名列第一。宁波企业方面，共有均胜电子、宁波银行等 7
家企业上榜。
据悉，今年中国 500 家上榜的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达到了 39650 亿元人
民币，较去年增长 18.22%，净利润增长 24.24%。上榜企业中，最多的是房地

余姚调解电动汽车质量纠纷

消费者与车商签订退车还款协议
本报讯（通讯员 张松高 诸洁） 消费者卢先生怎么也不会想到，新购
买的电动汽车刹车系统竟然失灵，还与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近日，余姚
市市场监管局朗霞市场监管所依法调解了这起电动汽车消费纠纷，双方签
订了退车还款的协议。
近日，朗霞市场监管所接到余姚市市场监管局 12315 消费者投诉指
令，称消费者卢先生于今年 5 月份花 18000 元（其中 8000 元为旧车抵扣）在
位于朗霞街道的某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四轮电动汽车。购买第二天，
卢先生在驾驶过程中因刹车系统失灵，与其他车辆发生了碰撞，怀疑是电
动汽车质量有问题，要求给予退车或换车。之前，在与汽车销售公司交涉
未果的情况下，卢先生遂拨打 12315 消费投诉热线进行投诉。
朗霞市场监管所迅速派出两名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向双方当事人
了解情况。消费者卢先生提供了购车和交通事故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卢
先生认为，刹车系统失灵是电动汽车质量问题，要求商家给予退车或换
车。但汽车销售公司老板称，双方交易前确认过电动汽车是全新状态，而
现在电动汽车是因驾驶不小心才撞上其他车辆，属于人为因素，不属于电
动汽车的包换范围，不予退换。双方分歧较大。工作人员认为，新买的车
刹车系统失灵确实是质量问题，并向双方当事人讲解了相关法律法规。经
过多次耐心细致说服工作，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协议：汽车销售公司老
板同意退车，返还消费者卢先生 10000 元的现金及原抵扣 8000 元的旧
车。

产企业，共有 55 家。领军浙企的阿里巴巴排名第 35 位，并以第 10 名的身份
挤入了最赚钱的 10 家公司，而这 10 家公司创造了 500 家上市公司近 40%的
利润。另外，今年一共有 47 家新上榜和重新上榜的公司。
上一年排名329位的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今年以266.056亿元的营业
收入排名276名，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294位，
舜宇光学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排名第330位，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405 位，
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排名第407位，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排名475位，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
司排名476位。

老小区改造用上宁波产电梯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储昭节） 记者昨日从市经信委获悉，首个
宁波本地企业参与多层小区加装电梯项目在海曙区春城花园开工，电梯由宁
波宏大电梯有限公司提供，
预计 10 月后可投入使用。
为支持本地电梯产品在我市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项目中的应用，
今年 4 月，
市
经信委、市公共资源交管办、市住建委等部门，
组织举办了多层住宅小区业主代
表与本地专业生产电梯企业现场对接活动，邀请了海曙、江北等 15 个多层住宅
小区的业主代表现场赴宁波宏大、
申菱两家电梯企业参观交流。通过参观，
小区
业主们增强了对使用宁波自主品牌电梯产品的信心。
7 月 10 日，海曙区望春街道春城花园 60 号单元加装电梯项目举行了开工
仪式，电梯由宁波宏大电梯建造，预计 3 个月后投入使用。据了解，该工程是首
个宁波本地企业参与我市多层小区加装电梯项目。

首单商标专用权保险落地保税区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郑晗） 昨天上午，宁波保税区举行全
市首个商标专用权保险专题对接会，中国平安保险代表与宁波保税区市场
发展有限公司代表签订了
“商标专用权”
保险意向书。
今后，宁波保税区市场发展有限公司注册的“ICTM”商标若被侵权最
高可获赔 50 万元。据了解，6 月 22 日，宁波在全国首推的“商标保险+维
权+服务”创新模式正式启用。这次签约也意味着全国首单商标专用权保
险落地保税区。
宁波保税区市场发展有限公司注册的
“ICTM”
商标目前主要用于宁波保
税区进口商品市场和遍布全国的33家宁波保税区进口商品市场直销中心。

全国激光学术会议在宁波举行
本报讯（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陈仲谊） 昨日，
第二十三届全国激光学
术会议在宁波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范滇元、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儒新等出
席。会议上传出10个当前激光科学的热点方向，
宁波光电企业中多有涉及。
全固态激光、强场激光物理、超强超短激光、超快光谱、非线性光学与量
子光学、微纳激光、激光精密加工、信息光学、激光材料与薄膜、光场调控及
应用等，
是当下 10 个激光科学的热点方向。目前，
激光技术在雕刻工艺、医
学领域、焊接和切割等方面的应用都极其广泛。而日后在一些高档车辆的
夜间照明上，将把激光技术应用到车载雷达上，以做到激光精准测距，激光
照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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