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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立新拿下
阿里巴巴近 10 亿元
采购大单
这是一家只有 200 多人的
民营小企业
成立 25 年来
专注只做一种产品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孙美星） 宁波立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成功中标阿里巴巴集团的万台智能低压配电柜订单，
总价值近 10 亿元。昨天，首批价值 5000 万元的 420 台智
能低压配电柜验收合格。
据了解，这批智能低配电柜将用于阿里巴巴云计算数
据中心项目，该项目对产品性能和智能化有很高的要求。
而宁波立新只是一个 200 多人的民营科技小企业，中标的
智能低配电柜是该公司自主品牌产品。
小企业的自主品牌产品为何受到阿里巴巴的青睐？记
者了解到，小企业能拿下大订单，源于宁波立新 25 年来的
专注和坚持。
宁波立新成立于 1993 年，不管市场如何变化，始终只
专注做配电柜这一种产品。
“德国人做一颗螺丝钉能做到三
代人，我们为什么不能？
”宁波立新董事长吴昌永说。
业内评价宁波立新的发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巨人”指的是全球配电柜行业的“大佬”法国施耐德。
1999 年，施耐德电气 （中国） 有限公司在华东地区招募合
作企业，宁波立新凭借出众的工艺，成为当时浙江省唯一
入选企业。通过多年与施耐德的技术和商务合作，宁波立
新的技术和管理水平飞速提升。
多年来，宁波立新专注于产品品质的改进，在配电柜这
一细分市场，不断投入资金进行研发。2013 年，经过上万次
的试验，宁波立新做出了稳定寿命达 800 次左右的抽屉式配
电柜，比市场上的普通产品高出 30%。同时还采用智能技
术，实现了对配电柜的远程遥控监测。当年，宁波立新就获
得了全国首个离岸海岛大型燃煤电厂——浙江浙能六横电
厂的订单，打开了高端市场的大门。
目前，公司科研人员占员工总数的 10%，拥有专利 30 多
项（包括 3 项发明专利），产品已在全国高端配电柜市场站稳
脚跟，去年实现销售额近 2 亿元。正在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
网大会，用的就是宁波立新 3 年前中标的产品。此外，宁波
立新的产品还用在博鳌亚洲论坛、杭甬高铁等项目上。
“25 年来注重技术创新，专做一件产品，这种工匠精
神造就了宁波立新的成功。
”全国高压开关设备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委员沈忠威说，眼下整个电工电气行业都不景气，
宁波立新的产品能中标阿里巴巴集团这样大企业的订单，
对电工电气行业乃至所有民营企业来说，都起到了榜样作
用，提增士气，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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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经济部长
率 40 多家企业来甬洽谈
本报讯（记者 史娓超 通讯与 姚珏） 11 月 8 日上午，立陶宛经济部
长率 40 多家企业来到宁波，与甬企洽谈对接，寻求合作机会。
“我们原先邀
请了 80 多家宁波进出口企业，没想到实际来了 130 多家，宁波进出口公司
的参与热情很高。
”
市商务委工作人员说。
“听说中东欧的饮料、乳制品很有特色，
今天特意来看下有没有合适的
产品。
”
红顶咖啡负责人陈淑娇说，
公司主营咖啡豆以及乳制品等进口商品，
以前主要与越南、澳大利亚等国的企业合作。近年来，
宁波与中东欧国家交
流合作日益频繁，
公司也想尝试将中东欧国家的特色农产品引进国内。
与陈淑娇一样，
宁波保税区西其国际贸易公司的王念雪也十分看好中
东欧特色产品。她告诉记者，去年公司从保加利亚进口的护肤品大获好
评，仅其中的一款护肤品销售额就超过了 100 万元。
“这次听说立陶宛企业
来宁波寻求合作，
我们很早就报名了。
”
王念雪说。
据介绍，作为我国首个 16+1 经贸合作示范区，宁波已成为中东欧商
品进入国内市场、双向投资合作和人文交流的首选之地。数据显示，今年
前三季度，我市与中东欧国家实现贸易额 2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31.5%，进
口额 4.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2.6%，其中与立陶宛贸易的进口金额同比增
长 66.6%。

滴滴在宁波上线车内录像功能
今后乘网约车，
车内全程可能被录像

本报讯（记者 范洪） 滴滴出行昨日发布新一轮安全改进措施及功能
升级进展，并向社会公布。其中，11 月 7 日起，滴滴将在宁波等 16 个城市
的快车、优享、专车等平台，逐步试行车内录像功能，乘客在呼叫快车、优
享、礼橙专车时，
会陆续收到相应录音录像授权提示，用户授权后可继续叫
车。授权后，若该车安装了相关车载设备，行程会全程录像。滴滴将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通过加密保护技术，保障乘客及司机的隐私。相关人士表
示，
此举不仅有助于营造文明出行环境，
也能为平台判责提供更多依据。
滴滴方面公布的安全措施包括：持续加强全量司机的安全审核，要求
无犯罪记录、通过“三证”验真；每日出车前对司机进行人脸识别并在接单
间隙随机抽检，通过才能接单。同时，持续加大司乘两端交通安全提示和
安全教育力度，截至 11 月 6 日，共有 3836 万司机及乘客添加了紧急联系
人；
“短信报警”
功能继续扩展，完善了
“代叫车”
一键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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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国家税务总局慈溪市税务局周巷税务所风险管理组开展了以国
地税业务融合为主题的专题培训，以 117 万元含税价的账外销售为例，确
定风险评估应涉及的税种、税率、应补缴的具体税费、是否包含滞纳金，以
及相对应的税负比例，
深入了解国地税合并后对风险评估企业的影响。
通讯员 黄雪姣 陈涯

年内最后一批国债明天开售
利率与上一期持平

明天，
财政部将再发行两期储蓄国债，
这也是今年最后一批储蓄国债。
根据财政部公告，即将发行的两期储蓄国债，利率与上一期持平，3 年
期票面利率为 4%，5 年期票面利率为 4.27%。以 10 万元购买两期国债为
例，
本次发行的两期国债累计到期收益分别为 12000 元、21350 元。
今年以来，
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基宝宝收益率一直在下降，
银行存款收益
也是如此，
于是被誉为
“金边债券”
的国债受到很多市民的青睐。
据了解，
这批国债为凭证式国债，
必须去银行柜台认购，利息支付方式
为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公告显示，投资者若提前兑取，按实际持有时间
和相对应的分档利率计付利息，
具体为：
从购买之日起，
两期国债持有时间
不满半年不计付利息，满半年不满 1 年，按年利率 0.74%计息；满 1 年不满
2 年，按 2.47%计息；满 2 年不满 3 年，按 3.49%计息；满 3 年不满 4 年（5 年
期），
按 3.91%计息；
满 4 年不满 5 年（5 年期），
按 4.05%计息。 记者 周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