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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宁波 2021年5月28日 星期五 广告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俞柏锋 朱佳栋）近日，受国务院
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委托，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
究中心开展了省级政府和重点城
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政务服务

“好差评”）第三方调查评估工作，
并发布相关评估报告。在重点城
市总体指数排名前10的城市中，
宁波以94.49的指数分名列榜单第
三。此外，宁波在一体化政务服务
能力总体指数得分中，被评价为

“非常高”，网上办、掌上办成为企
业群众办事重要渠道。宁波的“甬
易办”助力惠企政策即时兑现，还
入围了报告专题目录。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名用户
达8.09亿，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

认知度、体验感持续提升。据介
绍，该报告的重点城市总体指数，
依据各城市在线服务成效度、在线
办理成熟度、服务方式完备度、服
务事项覆盖度、办事指南准确度等
五大指数得出。宁波以94.49的指
数分排名榜单第三，深圳排名第
一、广州/南京/杭州并列第二，排
名四至十位的分别是合肥、青岛、
武汉/哈尔滨（并列）、南昌、成都/福
州（并列）、长沙及郑州。

在重点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
能力水平分布中，广州、南京、杭
州、青岛、深圳、宁波和合肥等7个
城市，得分超过90分，被评价为

“非常高”。该指数的省级政府排
名中，被评价为“非常高”的省市依
次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广东、四川、贵州。

同时，宁波“甬易办”助力惠企
政策即时兑现，还入选了报告专题
目录。其中提到，2020年6月，宁
波市惠企便民数字化政务服务平
台“甬易办”正式上线试运行……
截至2020年底，“甬易办”平台兑
现政策 556 项，平台总访问量
1085万人次，惠及49.52万家企业
（个人），涉及资金85.95亿元。

市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我市将贯彻落实省委数字化
改革要求，以建设“掌上办事之市”

“掌上办公之市”“掌上治理之市”为
目标，推进政务流程优化再造和数
据共享，进一步提高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率，集成更多的“一件事”服
务，力争我市的一体化政务服务能
力朝着更高水平发展,不断提高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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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今年1-4月，宁波对
中东欧17国的进出口额为119.6亿
元，同比增长48.8%，其中进口26.9
亿 元 ，增 幅 达 到 史 无 前 例 的
241.2%。这背后自然少不了从事中
东欧相关业务的新宁波人的贡献，
郭晓就是其中的一位。

昨天，记者在江北区中东欧之
家见到了他。这几天，作为塞尔维
亚国家馆的负责人，郭晓十分忙碌，
一边对接布展工作，指导参展商代
表摆展事宜；另一边，由于塞尔维亚
国家馆搬到宁波进口商品中心9号
馆，他还要忙展馆装修收尾的工作。

1977年出生的郭晓，祖籍丽水
市青田县。1999年5月，二十出头
的郭晓跟随父亲来到欧洲，从此开
启了他在塞尔维亚的创业生涯。经
过打拼，郭晓摆过地摊、开过小店，
拥有过高端中餐酒店，但他却认为，
最大的快乐应该是把塞尔维亚好的
产品、技术引入中国。

于是，2018年，他回到阔别已久
的祖国，决心把塞尔维亚的好产品
分享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同年，
他把宁波作为塞尔维亚商品销往中
国市场的首站，在宁波进口商品中
心10号馆三楼开设了特斯拉塞尔维
亚馆，展厅面积560平方米，分设特

斯拉文化展示区、商品展示交易区、
中塞旅游对接区、投资政策咨询区。

“塞尔维亚有非常优质的农产
品，还有美味的酒，更重要的是，这
个国家的科技产品非常出色。”郭晓
说，对于参展客商带来的展品，他的
挑选标准近乎严苛。“酒要选最好
的，差的不要，食品必须是当地最有
名的企业生产，既然是要打进中国
市场的，物美价廉是必要条件。”如
今，这个馆从塞尔维亚引进了酒水、
食品、隐形音响等近90种产品。

对于即将开幕的第二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博览会，郭晓也为宁波
市民带来了新的“惊喜”。如全球销
量第四、唯一一款进驻中国市场的
中东欧——“懂”咖啡；符合欧盟标
准，使用水果酿成的Rakija白兰地，
以及塞尔维亚特斯拉红酒……“这
些产品均会在展会期间与宁波市民
见面，接受全国客商的‘检阅’。”

当然，郭晓还想让更多的宁波
人了解塞尔维亚。“宁波和中东欧国
家的人文交流可以借助体育这个纽
带。”郭晓告诉记者，他计划在宁波
建一个网球俱乐部，考虑到网球运
动员德约科维奇（小德）是塞尔维亚
人，目前已和小德的经纪人进行了
沟通。未来，他还打算在宁波举办

中国—塞尔维亚篮球友谊赛，邀请
专业运动员到场。

随着中东欧博览会的“溢出”效
应显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纷
纷将投资目光投向中东欧。“塞尔维
亚是本届博览会的主宾国，目前我
已邀请当地近20多家企业代表过来
参展。”郭晓计划在本届展会举办期
间，组织一些线上的交流互动，让无

法来到中国的塞尔维亚客商能在
“云上”参与展会。同时，他还邀请
了来自国内各地的近600名采购商
来到主宾国展区谈判、签约，“希望
我们能借力中东欧博览会，在家门
口把生意做好！”郭晓笑着说。

记者 谢斌 实习生 徐烽
通讯员 吴天云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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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塞尔维亚的产品。

他曾在欧洲创业，目前在甬经销那里的产品，郭晓——

“不仅要把塞尔维亚商品带到宁波，
还想让更多的宁波人了解塞尔维亚”

建好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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