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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个项目签约 采购金额 12.61 亿美元
进博会第三天，
宁波企业收获满满
本报讯（记者 严瑾 通讯员 马建萍） 11 月
7 日，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入第三天，宁
波市政府举办宁波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对接
会暨重大采购项目签约仪式，26 个项目签约，采
购金额约 12.61 亿美元，主要涉及装备、矿石、食
品、日化等，采购来源包括德国、波兰、斯里兰卡、
美国、日本、韩国等 11 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向美国采购了园林设备上的小型发动
机，金额 3500 万美元，合作商是美国具有百年历
史的业内知名品牌百力通。”宁波大叶园林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晓波说，
“采购设备后，我
们会将其在中国组装成整机，再销往美国沃尔玛
等大型超市。”
在这次对接会上，装备采购项目共有 8 个，采
购金额 1.46 亿美元，涉及聚酯光学薄膜、高精密
注塑成型机、汽车内外饰精密注塑模具、隧道掘
进机再制造、园林机械装备制造、模具装备制造、

沃尔沃货车车头以及船舶配件。
甬企“买买买”的不止是高大上的科技品类，
还有 7 个食品采购项目，采购金额 5.34 亿美元。
宁波市商务局局长张延表示，为承接进口博览会
的溢出效益，宁波在很多方面下了功夫：
“ 首先，
我们精心谋划了宁波配套活动，为采购商和参展
商做了精准对接；其次，我们把采购和招商引资
结合在一起，希望能促成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落户
宁波。最后，我们也邀请了许多参展企业考察宁
波、发现宁波、牵手宁波，
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
据了解，今年前三季度，宁波外贸进出口总
额达 6810.1 亿元，同比增长 6.8%。其中，进口额
2368.9 亿元，同比增长 4.3%，占全国份额提升至
2.27%。同时，跨境电商交易量继续领跑全国，前
三季度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验放单量分别达到
135 亿 元 、7409 万 票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8.7% 和
27.1%，
均位居全国首位。

宁波市老年人意外险实施半年来

300 余人获赔，支付赔款 100 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 徐文燕） 今年 4 月，宁波市老
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正式施行，惠及我市 151 万余
老年人，这是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保
险+服务”模式在人身险领域首次尝试。实施半
年来，成效明显，在保障老年人意外伤害风险方
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目前，300 余人获赔，支
付赔款 100 余万元。
按照宁波市建设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
的总体要求，以维护和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为出
发点，今年 4 月，市民政局与由 5 家保险公司组成
的共保体，就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签订相关协
议。
宁波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涵盖意外伤害
身故、意外伤害残疾、意外住院医疗费用补偿、意
外住院津贴、意外非住院骨折津贴。具有本市户
籍并居住在本市的 60 周岁（含）以上居家老年人，
参保宁波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在保险合同规
定的区域内发生意外都可以获得保险理赔。
宁波市户籍并居住在本市的 80 周岁(含)以

上居家老年人等三类人群的保费由政府补贴统
一买单。
据这一保险的共保体首席承保人——人保
财险宁波市分公司介绍，截至目前，共有 10 万多
名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自费购买投保。此外，政府
出资的本市 80 周岁以上及相关优抚对象老年人
共 24 万余人的保单已全部签发。
人保财险宁波市分公司介绍说，签约半年
来，宁波市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共有 300 余人获
赔，赔款 100 余万元。就已有理赔案例看，大部
分理赔案件报案在 24 小时内完成赔款支付并结
案，理赔响应速度和时效明显快于一般理赔案
件，
社会效果良好。
从出险原因分析，大部分为意外摔伤案件。
从区域来看，慈溪市出险理赔人数相对较多。此
外，从目前已承保的人群来看，自费购买的以农
村区域的老年人为主，其投保率明显高于城镇区
域的投保率。
宁波市老年人意外险实施半年来，在推进
“保险+服务”模式上开展了有益探索。各保险公
司除了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外，还采用“网点
共享”服务，各保险服务网点统一为参保老年人
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老年人可就近选择共保
保险机构的任一服务网点办理投保和理赔事项，
各保险机构提供标准一致的服务。

■阅读延伸

老年人意外险保险责任
在宁波市区域内具有公益性质的文化设施和体育场馆如博物馆、为老年人提供优惠的公共体育
场馆等区域，发生意外造成死亡、伤残或医疗救治，可享每人最高 5 万元身故、伤残赔付或最高 1 万元
的医疗救治费用及津贴。在各类公园、
农贸市场、
超市、
居家庭院等其他区域发生意外造成死亡、
伤残
或医疗救治，
可享每人 1.5 万元身故、
最高 1 万元伤残赔付或最高 5000 元的医疗救治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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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全市累计
新增减税降费 262 亿元
本报讯（记者 周静 通讯员 陆
惠娣 王耀德） 记者近日从市税务
部门获悉，今年 1-9 月全市累计新增
减税降费 262 亿元，其中减税 246.7
亿元；新增减税惠及企业 96.4 万户
次，
自然人 574 万余人。
制造业是宁波的经济支撑和税
源基石，在此轮减税降费过程中，制
造业受益尤为明显，减税户数达 11.5
万户，实现新增减税 114.8 亿元，占
新增减税总额的 46.5%。与此同时，
随着减税降费政策利好效应逐步释
放，市场主体活力明显增强，截至 9
月 30 日，全市新登记正常市场主体
9.1 万户，同比增长 8.6%，企业总量
比年初增长了 15.6%。
小微企业作为占比最大的市场
主体，在本轮减税降费政策中受益面
最广，1-9 月全市小微企业惠普性税
收减免政策累计减税户数达 50.8 万
户次，
新增减免 26.6 亿元。
据了解，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精
准落地，今年以来，市税务部门通过
首创小规模纳税人智能“引导式”申
报系统，率先联合市人民银行实行
“免跑退税”等一系列可行有效的做
法，让纳税人和缴费人实实在在享受
到了政策红利，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

梅山口岸罗汉松
进口量突破 3 万株
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李一 应俊 梁晓辰） 记者昨日从梅
山海关获悉，截至今年 10 月底，梅山
进口罗汉松特色口岸运行 7 年来，累
计进口罗汉松 1507 批、30002 株，货
值 11298.83 万美元，进口量和货值
连续多年领跑全国。
罗汉松形态优美，寓意吉祥，是
具有高度观赏价值的大型景观植
物。宁波梅山口岸 2012 年正式获批
成为进口罗汉松特定口岸。目前，梅
山口岸的罗汉松进口企业已从 2012
年的 1 家增至 17 家，杭州龙泰园艺、
浙江虹越花卉等多家省内外知名的
花木企业均已在梅山口岸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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