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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A14

宁波尼斯嘉年华门票正式开售
“早鸟票”
低至 99 元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周聪） 距离
2018 宁波·尼斯国际嘉年华（以下简称“宁波尼斯
嘉年华”
）活动不到两个月。记者从宁波尼斯嘉年
华组委会获悉，即日起活动门票正式开售，早鸟票
（预售票）价格低至 99 元。
2018 宁波·尼斯国际嘉年华是由市委市政府
首次引进举办的国际性大型文旅融合项目，将于 9
月 28 日至 10 月 3 日在江北湾头区域举行。本次
宁波尼斯嘉年华的主体活动由下午的鲜花花车巡

游（日场）和晚上的灯光巡游（夜场）组成，共将举
行 12 场，
每场可容纳 10000 余名观众。
票价是多少呢？据记者了解，日场票 188 元
（VIP288 元），夜场票 288 元（VIP388 元）。即日起，
限量发售 9 月 28 日日场早鸟票，原价 188 元的门
票仅售 99 元，
数量有限，
售完即止。
值得关注的是，奉化溪口景区为宁波尼斯嘉
年华门票增加了“附加值”，游客凭宁波尼斯嘉年
华门票可在溪口雪窦山风景名胜区武岭售票处
或雪窦山旅游集散中心，免费兑换价值 200 元
的溪口景区统票一张（兑换的门票仅限 9 月 28
日至 30 日使用），一票畅游蒋氏故居、文昌阁、
雪窦山、弥勒大佛、千丈岩等溪口众多景点，满

足观众对宁波尼斯嘉年华周边游的需求，
“ 这个
集聚民国文化、弥勒文化、山水文化、生态文化
等一体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将与宁波尼斯嘉年
华一起，在金秋静候来客。”宁波尼斯嘉年华组委
会人士说。
关于购票途径，游客有多种选择。线上，可
以进入宁波尼斯嘉年华的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
众号“宁波尼斯嘉年华”的购票页面购买，也可以
在美团、携程、同程、去哪儿、驴妈妈、途牛、飞猪、
马蜂窝等各大在线旅游平台购买，还可以在宁波
尼斯嘉年华官方指定票务预订平台“蜗牛游世
界”进行抢购；线下，可以到鄞州区百丈路 16 号
达人旅游商城购买。

前 7 个月宁波口岸
外贸进出口增长 13.4%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夏丽玮 周淼
陈浩） 记者从宁波海关了解到，1 至 7 月，宁波口
岸进出口总额达 8836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
同）增长 13.4%。
其中，
出口 6078 亿元，
增长 8.2%；
进 口 2758 亿 元 ，增 长 26.8% 。7 月 单 月 进 出 口
1376.7 亿元，增长 16.5%，其中，出口 946.2 亿元，
增长 5.4%，
进口 430.5 亿元，
增长 51.8%，
单月进出
口额连续 4 个月保持 10%的增速。
而宁波市的外贸
进出口总额也达到了 4767 亿元，
同比增长 12.2%。

税改红利助力
宁波制造企业海外腾飞
救援演练现场。
救援演练现场
。

游船起火游客落水被冲走

宁波旅游救援演练上演
“惊险时刻”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周俏华 李
冰 文/摄） 游船“失火”，多名游客惊慌失措继而
有人落水，几分钟后，接警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游
客从船上、湖中一一救起……昨日，在东钱湖的
湖面上，一场展现“宁波速度”的应急救援演练
紧张进行。
当天上午，一艘载有 20 多名游客的游船，在
湖面行驶过程中发生“失火”，甲板上腾起大量烟
雾。游船船员第一时间采取自救，并拨打 119。
随即赶到的消防队员通过游船公司增援船只运
送并实施灭火、救人，同时报告全域旅游综合保
险救援服务热线，对被水冲向远处的落水者进行
救援，相关救援队人员立即赶来通过冲锋舟运送
救援。很快，所有游客被安全转移上岸、实施抢
救并转运医院进一步治疗，应急救援演练圆满完
成。
这次全省旅游应急救援演练暨宁波市全域

旅游综合保险服务项目救援演练由浙江省旅游
局主办，宁波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宁波东钱湖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宁波市全域旅游综合保险服务
共保体承办。东钱湖旅游度假区旅游与湖区管
理局、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公安消防大队、社管局、
东钱湖水上旅游公司、东钱湖逸帆航海俱乐部、
宁波锦江旅游汽车公司、宁波市江北天合应急救
援中心等单位参加演练。
演练采取模拟实战、实景操作的形式，主要
组织演练了水上游船灭火逃生应急救援、水上游
客溺水应急救援、旅游大巴追尾起火疏散逃生应
急救援等三个科目。
另据了解，演练前，宁波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还专门邀请了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谢朝武
教授，重点就“旅游安全与应急管理”方面内容，
结合实际案例对全体参加活动人员进行了讲解
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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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起，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全面下
调 1 个百分点。这一政策给我市的出口企业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重大利好。
作为一家年销售额近 10 亿元，出口销售 8.5
亿元的生产企业，宁波金鼎紧固件有限公司产品
远销欧美、澳洲、东南亚各国及地区，企业在此次
税改中获得了真真切切的红利，该公司财务负责
人胡伦波说：
“ 根据测算，新税率预计将使今年降
低税负 1800 万元。
”
紧固件产品出口退税率为 5%，
税改后，
金鼎的
征 退 税 率 差 由 12% 降 至 11% 。 按 年 出 口 额
8.5 亿元折算，将减少公司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850 万元，
大幅降低了企业成本；
与此同时，
需缴纳
附加税费的企业大量免抵税额，
随着税改每年大幅
减少 600 万元，相应减少了 70 多万元的城建税和
教育费附加，
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盈利水平。
已有 20 多年经营历史的宁波友谊铜业有限
公司也是此次税改的重大受益者，作为一家专业
生产建筑装饰及水暖管道零件的出口型高新技术
企业，该公司产品 95%远销海外，主要出口至欧洲
及越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公司财务负责人
高幼珍表示，随着国家增值税税率调整，公司在原
材料采购和出口产品视同内销方面可以节约 240
万元左右的税费支出。
记者 周静 通讯员 永轩 吴碧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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