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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大中国城市相继发
布进出口数据，2020年宁波外
贸在全国的位置开始明朗——

去年，宁波实现货物贸易
进出口9786.9亿元，逼近万亿
大关，同比增幅6.7%，比全国高
出4.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
稳居全国第5位，超过广州近
1000亿元，与第4名东莞的差
距比上一年缩小了787亿元，
和深圳、上海、苏州的差距也大
幅减少。

“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
势、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
宁波外贸发展好于预期、好于
全国、再创新高！”宁波市商务
局局长张延表示。

这一成绩的取得，既是由
于宁波制造的家电、家居、日用
百货，恰好能满足疫情下海外
市场的需求，又与宁波率先在
全国复工复产、抢占先机分不
开，更离不开政府部门、金融机
构的勠力同心。

年关将至，眼下留给宁波
外贸人的考验还在前头：海外
疫情充满不确定性，而订舱难、
缺空箱的问题或将延续到节
后。近日，一艘装载了空集装
箱的轮船靠泊宁波梅东集装箱
码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燃眉
之急，而“宁波港域集装箱空箱
阶段性短缺问题工作专班”也
在积极应对春节期间运力保障
问题。

记者 严瑾

宁波确定2021年
生态环境工作目标
全市环境空气优良率
保持在90%以上

以减污降碳为导向，在全域继续推
进“无废城市”建设，强化土、水、气治理
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全市环境空
气优良率保持在90%以上，PM2.5年均
浓度降至27微克/立方米以下，地表水
市控以上考核断面水质功能区达标率
达到100%，县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危险废
物利用处置无害化率达到100%……

2月7日上午，全市生态环境系统
年度总结部署工作会议召开，我市
2021年生态环境工作目标确定，很多
都和民生息息相关。

全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

我市今年将全域推进“无废城市”
建设，指导海曙区、镇海区、北仑区和鄞
州区在2021年提前创建省级“无废城
市”。

2021年将建成覆盖全市域的小微
企业危废收运体系，全面投运浙江佳
境、宁海馨源泰公司等危废利用处置项
目，新增持证危废处置能力20万吨/年，
谋划医疗废物第二处置设施项目，并推
动10个区县（市）完成一般工业固废收
运体系建设，力争海曙区洞桥生活垃圾
焚烧厂协同处置污泥和一般工业固废
项目开工建设。

此外，今年我市将严格执行土地用
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
地时的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和评估程序。

全面实施重型柴油车国六标准

今年我市将深化PM2.5和臭氧的
协同治理，推进石化、化工、工业涂装等
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深度治理，安排100
家企业VOCs（挥发性有机物）深度治
理项目，开展低（无）VOCs原辅材料源
头替代，2021年计划实施80家企业源
头替代工作。

2021年，还将持续推进宁波钢铁
有限公司超低排放改造，继续推进“低
散乱”企业整治，2021年计划完成1500
家“低散乱”企业整治；继续开展小微园
区建设，新建或提升小微企业园25个。

此外，今年还将强化移动源污染管
控，推动市中心区域老旧货车限行区域
和各区县（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
划定，全面实施重型柴油车国六标准
等。

完成34个工业园区
零直排区建设

今年我市将开展冬春季水环境治
理攻坚和“污水零直排区”建设2.0版提
升攻坚两大行动，持续推进江北再生水
厂建设，2021年将分别完成3个省创和
31个市创工业园区零直排区建设，新、
改建城镇污水配套管网120公里。

2021年，我市将推动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新增290个日处理能力30吨以
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标准化运
维，并锚定余慈等水环境质量改善重点
区域，实施姚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三
年行动，打造上姚江“美丽河湖”等。

记者 房伟

去年宁波外贸200强名单出炉
来看看有你熟悉的企业吗？

疫情、隔离、复工、缺箱、缺柜……2020年，对每位外贸人来说都极不平凡，有着巨大的信息
量。回望这一年的得与失，究竟有谁逆势上扬，又有谁黯然失意？

2月7日，宁波市商务局发布了2020年宁波进出口200强榜单。在宁波外贸逼近万亿元大关的
规模中，这些龙头企业就贡献了半壁江山，其中进出口额超20亿元的企业达58家，较上年增加6家。

“铁三角”实力稳固

宁波外贸的前三名，今年依
然花落中基集团、舜宇集团、台
塑关系组成的“铁三角”。但按
照人民币计算，这三家企业只有
中基成功实现了进口、出口全面
同比增长，创下历史新高。

作为宁波“外贸一哥”的中
基，从事的不只是传统的外综
服务、大宗进口，还向来保持与
时俱进、开拓创新。去年下半
年，公司在欧美买下总面积22
万平方米的14个海外仓，将服
务链向跨境出海延伸。

如果说中基的规模效益离
不开中小企业的“蚂蚁雄兵”，
那么排在第二、第四位的舜宇
集团、群创关系，则反映了高新
技术的力量。舜宇是车载镜头
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一的供应
商，也是华为、三星等手机摄像
镜头背后的“名配角”；而群创
则是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生产
商之一。

放 眼 去 年 宁 波 外 贸 20
强，我们不难发现大宗商品供
需的波动，影响了部分企业的

排名，如万华化学与 10 强失
之交臂，而前程投资却成为上
榜黑马。

根据海关统计，去年宁波
口岸进口的原油、基本有机化
学品、天然气分别同比下跌了
32.9%、23.2%、32.2%，但不少
有色金属却成了“香饽饽”，未
锻轧铜及铜材、未锻轧铝及铝
材分别大涨 72.5%、837.4%。
部分宁波石化企业的增幅，也
暂时输给了一些选对赛道的大
宗进口商。

跨境出海底气十足

榜单反映的另一个鲜明趋
势是：一些宁波企业借道跨境
电商，不仅实现排名的飞跃，还
营造出争相“买仓”、抱团出海
的风景线。其中，龙头企业遨
森电商、豪雅集团、乐歌股份的
进出口额均突破10亿元大关，
分别上升至榜单第76位、第77
位、第102位。

疫情催生海外“宅经济”的
崛起，也让乐歌股份的智能办
公设备格外畅销。谈起逆势增
长的原因，曾在去年6月与总
理连线的乐歌股份董事长项乐

宏给出了“技术”和“品牌”的答
案：“去年，乐歌研发投入超过
9000万元，国际营销投入超过
1亿元，自主品牌销售额占比超
过70%，成为新晋的国家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公司的雄心
壮志不止于此，更是斥资近1
亿美元，在全球累计布局超过
20万平方米的海外仓。

无独有偶，作为中国（宁
波）跨境出海联盟的牵头单位，
豪雅集团董事长吴威也在不断
扩大“朋友圈”，让更多优质的
宁波制造以更低的仓储物流成

本，“门到门”地送至海外消费
者手中。

“去年因为疫情原因线上
零售火爆，我们的海外仓销
售额超过 10 亿美元，一直处
于供不应求状态。今年1月，
我 们 的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80%，相信海外消费者的习惯
将持续改变。”吴威表示，今
年公司打算布局“一带一路”
沿线，位于中东欧波兰的5万
平方米海外仓将于 3 月开张
营业，成为当地最大、最先进
的物流仓库。

宁波稳居全国出口“第五城”

2020年中国主要城市外贸数据
城市

深圳

上海

北京

苏州

东莞

宁波
广州

成都

厦门

青岛

无锡

杭州

南京

佛山

金华

进出口额（亿元）

30502.5

34828.47

23200

20388

13303

9786.9
9530.1

7154.2

6915.8

6407

6135

5934.1

5661

5060.3

4866.6

同比增幅

2.40%

2.30%

-19.90%

1.50%

-3.80%

6.70%
-4.80%

22%

7.80%

8.20%

-4.60%

5.90%

10.60%

4.80%

15.30%

进口额

16973

21103

18600

7972

5021.5

3380
4102.4

3047.4

3342.9

2530.2

2358

2240.9

1847

929

253.3

出口额

13530

13725

4654.9

12367

8281.5

6407
5427.7

4106.8

3572.9

3876.8

3777

3693.2

3815

4131

4613.3

企业名称

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舜宇集团有限公司
台塑关系企业
群创关系企业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申洲针织有限公司

浙江前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海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君安控股有限公司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宁波宁兴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奥克斯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技嘉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宁波一达通外贸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19年
排名
1
2
3
5
4
6
14
8
16
10
9
17
13
11
7
15
19
20
12
22

2020年进出口额
（万元）
2814692
1927299
1368669
1340529
1174915
962137
941083
902595
869248
859393
799606
797834
793061
760816
654406
604071
585505
538203
488882
459712

（宁波外贸2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