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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严瑾）昨天，中
国（浙江）自由贸易区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布了浙江自贸区第四批十大
标志性改革成果，其中宁波片区有
3项举措榜上有名。

第一项上榜举措：宁波口岸首
票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它指的是出
口货物可与国际中转货物进行拼
箱，再实现转口销售，能够有效降低
企业操作费用，给予企业更多进出
口选择。

4月13日，一托商品为阀门及
配件的货物被叉车稳稳地装入集装
箱，并与其他3票宁波出口货物一
起，在梅山综保区四海物流仓库拼
箱，踏上 VICTORY VOYAGER
货轮运至中国香港。这标志着宁波
舟山港实现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全流
程畅通，具备推广这项业务的条件。

“以前，我们的国际中转集拼货
物，主要安排在中国香港进行集拼，
但随着宁波舟山港发展，这边的航
线资源已经相当优秀，可操作性和
自由程度都很不错。”首票国际中转
集拼货运代理——珠海维佳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罗经理介绍道。

第二项上榜举措：4月21日，宁
波片区和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制度
创新改革联动、江海联运物流合作、
跨境贸易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开展深
入合作。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

这项“梦幻联动”或将起到互利共赢
的效果。

此外，5月21日，宁波市政府
印发宁波片区建设方案，明确7大
主要任务和28项具体举措，提到的
内容与未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实现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这项政
策，也是创新举措中的一项。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自贸区的
制度创新，还将助力对中东欧的全
面开放，叠加中国—中东欧国家经
贸合作示范区的政策效应，聚焦中
东欧实施更精准、更有成效的举措。

在制度探索方面，杭州海关、宁
波海关积极推广“两步申报”“两段
准入”等便利化举措，为包括中东欧
产品在内的国外商品进入浙江市场
提供便利。特别是今年4月27日，
宁波海关正式完成并上线运营中国
—中东欧国家海关信息中心网站，
成为双方搭建沟通交流、通关服务、
监测预警的重要平台。

在枢纽建设方面，围绕海港、陆
港、空港、信息港的“四港”联动发
展，也有了新的突破。5月26日，宁
波—匈牙利布达佩斯货运航线正式
首飞，这条国际货运航线，将为宁波
机场与布达佩斯机场作出战略性链
接。今年6月初，义新欧班列金华
—布达佩斯新线条也将开通，成为
浙江省国际物流干支结合、产业链
延伸的又一重要平台。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通讯
员 闫永 任宁）记者在镇海采
访“崇军联盟”的“小伙伴”时留
意到，大家在为退役军人提供

“三优”服务的同时，还不约而同
地提到，想让更多退役军人加入
到自己的企业中来。

“我们平时不打折的。”在位
于镇海区的可莎蜜儿万科店，区
域经理陈麟说得很肯定。这次，
因为加入“崇军联盟”，分布在全
市范围内的 11家可莎蜜儿门
店，将为退役军人提供“享受全
场商品88折优惠，同时享受优
先买单的福利”。

为了让退役军人更轻松地
享受到上述福利，陈麟说，目前正
和市、区两级退役军人事务局以
及支付宝进行技术对接，届时退
役军人只要出示支付宝上的“老
兵码”，就可享受优惠。

目前，“小6买菜”在鄞州、江
北、海曙、镇海、北仑、慈溪等地分
布有15个配送站点，接下来还有
进一步扩张计划。“我们的配送优
势确保让更多退役军人享受到优
质服务。”“小6买菜”创始人之一
陈欣说，同时还将为退役军人提
供“平台免费配送”“VIP免费开
通”“定向优惠券”等福利。

加入“崇军联盟”，“小6买
菜”考虑的不止是为退役军人提
供服务。“接下来也可以考虑用工
方面的深入合作，为有需要的退
役军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陈
欣说。

陈欣想到的，也是张逸君想
到的。张逸君是加贝超市镇海店
的店长，他工作的加贝超市是“崇
军联盟”的“小伙伴”，目前在宁波
分布有4家大卖场、60家综合超
市和100家便利店。加入“崇军
联盟”后，加贝超市为退役军人提
供哪些优惠，目前仍在梳理中。

“在用工方面，退役军人能吃
苦、学习能力强、适应性强，还是
比较受企业欢迎的，同等条件下，
无论是入职，还是晋升，都会被优
先考虑。”张逸君敢这样说，是因
为他本身就是一名退役军人，有
着10年的超市从业经历，从一名
基层员工到一名管理者，花了五
六年的时间。

“只要能沉下心来干，发展前
景还是不错的。”这也是张逸君作
为一个“过来人”给广大退役军人
的一点经验之谈。

“宁波-布达佩斯”货运航线开通仪式。 通讯员 洪洋 摄

宁波片区三大举措
入选浙江自贸区第四批标志性改革成果

除了提供各种优惠，“小6买菜”也希
望能够在用人上进一步为退役军人服
务。 记者 崔引 摄

既提供优惠，也渴求人才
“崇军联盟”的“小伙伴”
这样致敬退役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