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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全国第一梯队

跨博会能否成为宁波的
“城市名片”
？
“我们希望将宁波跨博会打造成‘华东跨境电商第一展’！
”
为期 3 天的首届中国（宁波）出口跨境电商博览会暨外贸商品采购会（以下简称
“宁波跨博会”
）今天将落下帷幕。它不仅是宁波外贸人的狂欢，还是全国跨境电商
出口从业者的“嘉年华”。600 万家企业纷纷来宁波国际会展中心“打卡”，为周边餐
饮、住宿、商业带来活力。
通过跨博会，不难看出宁波在全国跨境电商界的影响力，更希望它能成为宁波
的一张“城市名片”，为宁波乃至全国外贸的转型升级贡献一份力量。

首届宁波跨博会现场。
首届宁波跨博会现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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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在全国“跨境圈”的江湖地位
在宁波市跨境电商协会秘
书长谢尚伟看来，目前宁波正
处于全国跨境电商方阵的第一
梯队。如果说深圳的优势在于
卖家运营技术，那么宁波的核
心竞争力，在于常态化的稳定
供应链支撑——
从产品供应链看，宁波雄
厚的制造业基础，
尤其是
“大家
居”品类的产业带，正是“卖全
球”的底气。如参加跨博会的
“梦神床垫”，不仅是宁波人家
喻户晓的本土品牌，还在不断
面向跨境电商迭代升级，针对
欧洲消费者的需求灵活调整供
应链，推出像“懒人沙发”一样
松软舒适的床垫。
从物流供应链看，
“港通天

B

下”
的宁波，
既是中国商品销往
个运营中心。
世界的通道，又在不断打通仓
国内知名的物联网云平台
储物流
“最后一公里”
。跨博会 “涂鸦智能”，刚在纽交所上市
首日，宁波发现国际物流有限
不久，便来跨博会寻求商机。
公司总经理周舰，刚刚拿到美
公司业务经理黄嘉伟告诉记
国特拉华州新仓的钥匙。像他
者，他们能帮助家居家电插上
一样经营海外仓的甬企，至少
智慧的翅膀。一些宁波的跨境
有 60 余家，而宁波布局海外仓
电商卖家，比如做空气炸锅的
的数量和面积，已分别占到全
比依电器、嘉乐科技，
都是公司
国的 1/9 和 1/6。
的合作伙伴。下一步，他们打
正因如此，亮相宁波跨博
算在宁波成立分公司。
会的各大跨境电商平台、服务
“宁波一直是我们学习的
商，都把这片沃土视为不可或
榜样！”
青岛市跨境电商协会秘
缺的版图。首届“eBay 大家居
书长苏静直言道，
“宁波和青岛
卖家大会”选择在宁波正式开
非常相似，都是拥有清晰产业
启；素有“美国版京东”之称的
带的港口城市，但宁波发展跨
新蛋网，也联合宁波“外贸一
境电商的动作更快，我们也要
哥”
中基，
在宁波设立了全国首
紧跟步伐。
”

跨博会能否成为宁波版“广交会”？
以 前，被 誉 为“ 中 国第一
展”
的广交会，是广大外贸企业
结识新朋友、维系老客户的重
要渠道。然而，去年疫情以来，
全球共有 1900 多个展会被取
消。在此背景下，举办跨博会
以促进制造、贸易、服务的“三
端”
对接，成了全国许多城市布
局的课题。
今年 3 月，福州举办了首
届中国跨境电商交易会，宁波
在 5 月紧随其后，相继成为较
早“吃螃蟹”的城市。接下来，
杭州、上海、青岛等城市举办的
跨 博 会 也 将 在 年 内“ 遍 地 开
花”，光是在宁波跨博会的首
日，记者就接到数家此类展会
的宣传单，
有的还有明码标价。
谢尚伟介绍，和其他城市
不同的是，
宁波跨博会更关注跨

境电商产品供应链，
强调卖家与
工厂的对接，
这也符合宁波的城
市属性。通俗地讲，
过去展会上
琳琅满目的商品，都拿来卖给
“老外采购商”
，
现在还能卖给熟
谙电商的
“中国卖家”
，
作为一条
拓市的新路子。
那么，既然宁波是全国跨
境领域绕不开的“领头雁”，宁
波的跨博会能否在
“群雄争霸”
中脱颖而出，成为
“华东跨境第
一展”
，
甚至成为一张类似于广
交会之于广州、华交会之于上
海的
“城市名片”
？
在宁波鄞州区电子商务协
会秘书长吴向进看来，举办跨
境电商展本质是促成买卖双方
的对接，离不开供应链、金融、
人才、平台的资源集聚，
而外贸
氛围浓厚、供应链优势集中、人

才储备充足的宁波，正好具备
这方面的优势。
“宁波有机会把跨博会做大
做强，
在全国业界形成
‘跨境电
商展看宁波’
的良好口碑。
”
在跨
博会的首日，
吴向进所在的西舟
数字科技展位收到接二连三的
咨询，
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歇，
更
有不少来自台州、
金华等周边城
市，
这让他更看好展会的前景。
“今后的宁波跨博会，
可以
考虑集聚更多全市头部的制造
业工厂，
以吸引卖家蜂拥而至，
还需要一些高校和人才服务商
的参与，以及更多跨境金融的
解决方案。同时，宁波还需要
跳出宁波看全国，把展会宣传
投入到周边城市，达到‘破圈’
的成效。
”
吴向进说。
记者 严瑾 文/摄

我市举行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

华东地区最大的
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设启动
本报讯（记者 房伟 通讯员 陈晓众）“山林、
旷野、河流，摒弃万物之灵的傲慢，天地间我们共生
共荣……”在 5 月 22 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来临之
际，昨日上午，市生态环境局和海曙区共同主办“走
进自然、贴近生物多样性”2021 年国际生物多样性
日宁波主题宣传活动暨海曙区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建设启动仪式。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也是衡量
一个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文明程度和高质量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市自然环境非常适合动植
物的生产和栖息，市域内植物种类繁多，野生动物
资源约占全省陆生野生动物总种数的 68%。
近年来，
我市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已建立了
28 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其中杭州湾国家湿地公
园、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渔山列岛国家级海
洋生态特别保护区以及象山港马鲛鱼国家级种质资
源保护区为国家级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海曙区四明山片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和体
验地建设工作也从今天拉开序幕，”市生态环境局
海曙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海曙区将以龙观乡
为首发站，联合生物多样性专家团队通过生物多样
性本底调查、体验地建设、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等
全面推进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马方舟博士
告诉记者，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将采用“1+M”
模式历
时一年建设，打造 1 个体验馆加多个现场体验的生
物多样性科普教育、研学旅行路线，将成为宁波首
个、华东地区最大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雨还在下，这些地方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
好消息：
今天下午雨势减弱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5 月 19 日，旅游日，本
该是开开心心出游的日子，结果，受低涡东移影响，
一场豪雨让出游
“泡汤”
。
5月19日17时40分，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宁波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提醒——
过去 48 小时，我市普降中到大雨，全市累计面
雨量 39 毫米；雨势最明显的是地处南部的宁海、象
山、奉化，雨量分别达到 76 毫米、75 毫米、48 毫米；
43 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 50 毫米，单点雨量最大的
是宁海下洋涂，
为 116 毫米。
宁海、象山、奉化、海曙等地发布暴雨黄色预
警，
其他各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鄞州横溪、塘溪，奉化松岙，余姚大岚、梨洲、梁
弄、
陆埠、
鹿亭，
宁海岔路、
黄坛、
桑洲、
深甽，
在未来24
小时内，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
要加强防范。
此外，
5 月 19 日半夜到 5 月 20 日上午，
我市沿海
海面将有8-9级偏南大风，
过往船只要做好防范。
不过，
雨水
“续航能力”
也是有限的。
从市气象台 5 月 19 日 17 时发布的预报看，5 月
20 日下午，雨势明显转弱，转为阴有时有小雨，等到
夜里，雨渐歇转阴天，5 月 21 日，天气继续转好，转
为阴到多云。
和雨水一样，好天气的“续航能力”也不咋地。
5 月 22 日，
雨水就将
“卷土重来”
。
总之，晴雨切换频繁，大家在外出时要记得多
留意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
随身带好雨具。
伴随着淅淅沥沥、断断续续的雨水，气温将持
续保持低迷，最高气温在 23℃-25℃之间起伏，最
低气温则将维持在 19℃左右。
相对 5 月 19 日这种最高气温未能迈过 20℃的
“门槛”，只有 19.7℃的日子来说，接下来这几天的
气温还是有所回升的，但升幅不明显，大家还是要
根据各自的体质，
适当添衣保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