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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上市公司业绩领跑浙江
宁波银行净利破百亿，雅戈尔最舍得给股东分钱

本报讯（记者 鲁威 通讯员 卓建青）“乡村振
兴是强国战略，势在必行，必须与城市化发展同
步。”“要紧紧依靠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应用大
数据、低风控，普惠乡村振兴融资。”5月5日上午，中
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浙大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等3位专
家，在奉化举办的乡村振兴论坛上，为该区涉农干部
和乡村振兴向近200名村书记指点迷津。

黄祖辉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不妨通过科学规划和乡村要素优化配置，建立乡村
群，与城市群概念相对应，建立和形成空间合理，生

产、生活、生态相融合，公共服务有效覆盖的乡村群
落。”结合全球乡村发展振兴优秀案例，他指出，乡
村振兴当务之急，不论是乡村本身的振兴规划，还
是乡村的振兴发展，都应该与城市发展、城市化战
略紧密结合。

当日，奉化乡村振兴论坛上，中国农业大学特
聘教授、国务院参事、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
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何秀荣以及央行货币政策
委员会委员黄益平，也分别就乡村振兴经验、乡村
振兴金融服务等话题展开分享，交流经验，让大家
获益匪浅。

本报讯（记者 严瑾 通讯员 郑夏璐） 5
月3日，吉利汽车旗下的3050辆宝腾X70型
号汽车由滚装船“维京海洋”装载，从宁波口
岸离泊运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马来西
亚。今年以来，吉利汽车已从梅山口岸累计
出口汽车20550辆，为2018年全年出口数量
的24倍。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是浙江省唯一的整
车进口口岸。今年4月29日，宁波梅山口岸
整车进口累计货值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而

“一带一路”倡议也使梅山口岸真正实现了
“车来车往”。

梅山口岸累计
出口吉利汽车破2万辆

2018年年报披露近日收官。在去年经济环境
错综复杂，股市大环境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的情况
下，宁波A股上市公司业绩逆飞扬，在浙江领跑。

Wind资讯显示，“宁波军团”77家公司的总营
收同比增长19%，净利润增长了17%。在浙江上市
板块净利润下滑10%的情况下，宁波板块的赢利能
力在全省首屈一指。

8家企业入围百亿俱乐部

Wind资讯数据显示，2018年77家宁波辖区境
内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3560.31亿元，同比
增长19%。

从营收方面看，均胜电子以561.87亿元遥遥领
先于宁波其他上市公司，成为宁波上市公司中的

“营收王”，同比增长111.16%，位列浙江板块第五
位；紧随其后的是宁波银行，营收达289.30亿元，同
比增长14.28%，位列浙江板块第11位；排在第三的
是宁波港，营收为218.8亿元，同比增长20.33%，位
列浙江板块第16位。

进入“营收百亿俱乐部”的还有龙元建设、宁波
华翔、宁波建工、韵达股份、宁波东力等5家企业。

2018年77家宁波辖区境内上市公司合计归属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316.10亿元，同比上升17%。

宁波10亿净利润级别的俱乐部成员前年只有
三家，分别是宁波银行、韵达股份和宁波港，去年在
前年的基础上又扩容了三家，分别是雅戈尔、均胜

电子、杉杉股份。
宁波银行以111.86亿元的净利润位列浙江板

块第二位，仅次于海康威视。雅戈尔和宁波港分别
位列浙江板块第六位和第九位。

雅戈尔最舍得给股东分钱

截至4月30日，上市甬企中有65家表示会分红，
有11家表示不分红，还有一家未公布董事会预案。

雅戈尔是最舍得给股东分钱的。2018年年报
显示，雅戈尔拟10转4派5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17.9亿元。数据显示，上市20年来，雅戈尔从资本
市场募集71亿元，累计分红150亿元，公司上缴税
收250亿元；企业的净资产从10亿元增加到近300
亿元。

除了分红，对股东的回报还应看股价的表现。
2018年A股个股价跌跌不休，70余家甬股中只有5
家的股价是上涨的，分别是兴瑞科技、天邦股份、永
新光学、百隆东方和东方电缆。

跌幅超过50%的有理工环科、波导股份、东方
日升等8家企业，股价腰斩；跌幅超过40%的有合
力科技、拓普集团、宁波高发等16家企业；跌幅超过
30%的有继峰股份、荣安地产、杉杉股份等19家企
业；跌幅超过20%的有镇海股份、宁波热电、京投发
展等17家企业；跌幅超过10%的有宁波中百、宁波
富达等8家企业；另外有两家跌幅在10%以内。

记者 王婧

乡村振兴如何提速发展 专家在奉化传道论“剑”

本报讯（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黄冉阳）
一些创新型企业的机会来了！5月6日，“甬
创·鄞造”创客大赛正式启动。参赛企业有机
会获得最高5万元现金奖励，落户的创业项目
和企业可获得最高1亿元的“创业鄞州·精英
引领计划”资金补助，以及最高500万元的科
技信用贷款等相关政策的支持。

记者了解到，大赛以“联动·创新”为主
题，由鄞州区政府主办、鄞州区科技局承办。
此次已是第四届，采用“1+4”，即“总决赛+分
赛区”模式，计划用时4个月，通过项目征集、
赛区初选、赛区决选、总决赛等环节，最终决
出创意类10强和创业类5强。

“甬创·鄞造”创客大赛自2016年启动以
来，累计收到海内外1000余个项目报名，先
后有32个项目获奖，其中包括2个印度项目，
获奖项目共计引进博士人才10名，带来发明
专利16项。

落户企业最高
可获1亿元补助
“甬创·鄞造”创客大赛今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