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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洪
宇翔、徐方玲报道 2022年，面对疫
情反复、恶劣天气等多重难关，浙江
省海港集团、宁波舟山港集团（以下
简称“集团”）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
挥规模优势，在拓增量、强货种、优
服务上下功夫、做文章、求突破，持
续巩固港口主业竞争优势，全力保
障港口生产稳中有进。据生产数据
显示，2022年，集团完成货物吞吐量
10.43亿吨，同比增长3.7%；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4073万标准箱，同比增
长7.3%。

依托宁波舟山港全球第一大港
优势，全力打造“双循环”战略枢
纽。2022年，集团深化与国际国内
港口、航运企业的战略合作，增开航
线航班服务外贸企业，宁波舟山港
集装箱航线实现新突破，航线总数
稳定在 300条以上，其中“一带一
路”航线达120条。

集团联动海港、河港、陆港，做
大做强以海铁联运、江海联运和海
河联运为特色的多式联运体系，实

现东西双向开放、海陆联通发展。
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班列增至23
条，业务已辐射全国 16个省（区、
市）、63个地级市，年业务量超145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20%，创历史
新高。中欧班列“金华平台”持续织
密运输网络，班列线路增至22条，全
年累计开行班列达700列。此外，
集团以南北两翼、长江内支线为发
展重点，着力打造港口间快速物流
通道，做大做强内贸运输。

此外，集团深化构建“一体两翼
多联”发展格局，“北翼”嘉兴港务立
足“前海后河”区位优势，加快打造
长三角海河联运枢纽港，开辟泰国
外贸航线以及钦州、温州等内贸航
线，年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分
别同比增长7.3%、29.6%。“南翼”温
州港集团加密温甬内支线航班密度，
开辟海丰俄罗斯航线、东南亚航线及
韩国航线等近洋新航线，开通“乐清
湾—天津”等内贸航线，延伸航线服
务半径，年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
量分别同比增长14.1%、13.9%。

本报讯 记者李国峰 通讯员
汤晟报道 春节将至，处处洋溢
着节日的气息，“年经济”也逐渐
呈现出购销两旺的火热景象。近
日，我省税务部门深入企业、商
场、个体经营场所，了解生产经营
情况，宣传税费优惠政策，帮助解
决涉税疑难问题，助力市场主体
温暖过节。

温州市洞头区税务局聚焦当
地“中国生态大黄鱼之乡”金字招
牌，组建新春助“鱼”帮扶志愿队，
在“政策输血+服务活血”上持续
发力，定制“税惠年货”大礼包为
商家备战年货节提供“税力量”。

“我们近期共收到了近 50万元的
税惠减免红包，为我们春节备货
增强了信心，今年春节销量预计

能突破 500 万元。”黄鱼岛海洋渔
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郑祥武表
示。

绍兴市越城区税务局“税商联
盟”志愿服务队走进当地银泰商圈
开展“税务助燃‘人间烟火气’”活
动。“最近商场里人流量增多，店里
生意好了不少。”银泰商圈泰果餐
厅负责人谭燕表示，“预计今年春
节期间店里客流量会比去年增加
数倍，营业额能翻一番。税务部门
能主动上门服务，也让我们信心倍
增。”

“今年卖得肯定比去年好！”浦
江宝来多文化用品有限公司法人
楼宝娟兴奋地说，“本来已经打算
放假，因为年画生意火爆，不得不
重新召集一批工人回来赶工！”该

公司制作的创意年画、对联和
“福”字产品深受市场欢迎，在企
业加足马力、扩大生产的背后，少
不了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落
地，据该公司财务人员统计，2022
年企业累计享受各类税收优惠56
万余元，预计 2023 年销售额能突
破1000万元。

临近年关，衢州市的杜泽百年
老街也迎来了久违的烟火气。“衢
州人过年就爱吃上一口桂花饼，
近段时间店里的客人明显多了。”
衢州市衢江区谢继食品有限公司
负责人谢志雄说，“去年我们享受
了 27 万余元税收优惠，今年春节
前店铺的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二
倍左右。好服务加上好政策，我
相信明年一定会更好！”

通讯员周祎欣报道 “三年多
没有赴境外参展了，公司目前面临
的最大问题就是缺订单，听说这次
组织抱团出海参展，我们没有任何
犹豫抓紧跟上，政府也在更新护
照、办理签证等手续上提供了便
利，同时还有展位费、人员费、机票
等补助政策，这是对我们企业‘抢
订单’、拓市场极大的支持。”近日，
在海宁市“2023 出海抢单拓市场”
行动暨“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家纺
展”抱团参展项目启动仪式上，一家
纺织科技公司负责人激动地说。据
悉，此次赴海外参展是浙江省2023
年开年首个“抱团出海参展拓市场”
活动。

疫情之下，嘉兴市外贸企业受
到了不小的冲击。为了给企业发展
架好桥、铺好路，去年11月，该市在
全省率先启动“百日百团外贸双抢
大赛”，并在12月4日发出“百团万
企”外贸“双抢”首发团。1月3日，
嘉兴发布“提信心抢开局稳增长”政
策18条，明确赴境外参展机票补助
和摊位补助的政策，用“真金白银”

支持企业“走出去”拓市场。
作为新政下的新年首发团，嘉

兴企业参展享受到了哪些便利？又
取得了什么成效？

新年首发团收获颇丰

1月 10日至1月 13日，德国法
兰克福国际家用及商用纺织品展览
会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海宁和桐
乡“双箭齐发”，分别组织50余家和
30余家企业出境参展，奋力争创新
年“开门红”。

海宁市金佰利纺织有限公司创
立于2003年，专注于做绒布。近年
来，企业一直着手引进新设备，独创
绒布新工艺技术，新产品层出不
穷。“这次境外参展，我们带去的新
产品是历年来最多的，包含各类绒
布以及绒布类遮光窗帘面料等，不
仅加深了与老客户的交流，还接待
了美国、摩洛哥等好几个国家的新
客户，有的客户甚至当场签订了意
向订单。”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据
统计，展会4天，海宁企业与客户达
成意向成交金额超过 2.3 亿美元。

桐乡参展企业也纷纷表示，展会效
果超出预期，希望接下来还能多参
加类似的展会，不断推动企业做大
做强。

企业在努力，政府也铆足了劲，
帮助企业提振信心。“普通参展单位
我们给予不超过2万元的补贴，重点
参展单位我们补贴3.5万元左右。”
海宁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了解决企业的后顾之忧，政府各部
门通力配合，积极协调，跟进服务，
全面推进“出海抢单”。值得一提的
是，海宁市商务局还在此前与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纺织行业分会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助
力企业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出
国展览计划等方面共谋发展。

桐乡作为传统外贸大市，去年
以来，积极应对疫情反复、国际形势
复杂等不利因素，政府带队赴日本、
德国“抢订单”，组织36家企业包舱
参加中国（迪拜）贸易博览会，今年
初再次带领企业组团赴境外参展。
加速度“跑出去”，正在成为桐乡外
贸发展的新增量。在政府和企业的

共同努力下，去年1至11月，桐乡实
现进出口总额564亿元，同比增长
22.3%，其中出口400.3亿元，同比增
长 30.4%，出口增幅位居嘉兴五县
（市）第一位。

出境“双抢”团组行程满满

对于外贸企业而言，一次见面，
胜过千封邮件。去年嘉兴市启动

“双抢”大赛，开赛即高潮，抢出了先
机、抢出了力度、抢出了成效。

在去年 12月的日本东京AFF
展上，嘉兴团组拿到的意向订单预
计可拉动今年一季度全市纺织服装
行业出口增长超过5个百分点；在法
国举办的欧洲健康和天然食品与配
料展上，平湖的浙江上方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狂揽3000万元意向订单；
在香港玩具展上，平湖13家童车企
业组成的参展团，首日就收获了300
多万美元的意向订单……

眼下，还有更多“抢订单”的嘉
兴外贸军团正在集结，蓄势待发。
根据嘉兴市商务局的 2023年出境

“双抢”团组计划统计表，今年2月举

办的法国巴黎时装展、德国科隆亚
太采购交易会，3月在孟加拉国、罗
马尼亚、韩国、德国、越南等国举办
的各类专业展会，4月在日本、德国、
法国及东南亚各国举办的各类展
会，都已经排进了嘉兴各县（市、区）
的“双抢”行程计划表。

长期以来，外贸一直是嘉兴经
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据嘉兴市商务
局统计，去年前11个月，全市货物贸
易进出口总值为4040.4亿元，同比
增长19.1%，其中出口2957.1亿元，
同比增长18.2%。

“此次新政中提出，延续赴境外
参展企业人员往返机票费用补助政
策，给予相关人员往返机票费用
50%的补助，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
6万元；对一季度企业人员赴境外
参展的，给予摊位费补助，每个标
准摊位最高5万元，每家企业同一
个展会最高补助3个标准摊位。”嘉
兴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高效落实政策惠企，以“百团”
推动“万企”出海“抢订单”、拓市场、
觅商机。

本报讯 通讯员谢施琦报道 连
日来，城市烟火气渐浓，温州市多家企
业的车间里也是热火朝天。据悉，这些
企业的订单都已排到年后，春节期间将

“不打烊”，持续生产争创“开门红”。
走进瑞浦兰钧能源智能工厂数

字车间，火热而有序的生产场景映
入眼帘。机械臂有条不紊地装配工
作，智能化生产线开足马力运转，员
工在岗位上忙碌……一道道工序紧
密对接，一件件产品顺利出库。

“今年我们照样是不停工，加足
马力赶生产。”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副高级行政经理陈小娟表
示，为了保证订单交付，全厂有3100
名员工留厂，而这些人中有80%以
上都是外地员工。

像瑞浦兰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这样忙碌的还有位于瑞安的中精集
团。“今年我们的订单量相比去年上
涨了15%，订单已经排到年后，所以
我们也在加班加点赶生产，赶出

货。”中精集团行政办主任陈国章表
示，目前订单总额已经达到了3个亿
左右，并且还有订单在洽谈中。

为了保障订单的供应，陈国章
表示今年春节他们依然会持续生产，
共有100多名员工留厂，同时他们为
这些留厂员工准备了丰厚的福利补
贴，“凡是留厂的员工我们都给1000
元现金红包补贴，此外，还会给予春
节期间不停工补贴，其中管理人员一
天200元，一线员工一天100元。”

瑞安东威塑胶有限公司的生产
线上也是一片繁忙景象，多条生产
线上的工人们正有序地忙碌着。

“我们目前还有半个月的订单
需要完成，所以春节期间还要开放
一半的产能保障订单顺利交付。”瑞
安东威塑胶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今年疫情防控措施优化后，厂里
的外地员工80%都要返乡，但仍有
一部分外地员工为了帮助厂里完成
订单任务没有返乡。

为了让员工温暖过年，瑞安东
威塑胶有限公司也推出多种暖心举
措，如为留厂员工提供年夜饭、提供
每日餐补等。

除了以上三家公司，长江汽车
电子有限公司、华峰热塑性聚氨酯
有限公司、瑞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科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罗赛洛明
胶有限公司、启明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等多家公司春节期间都“不打
烊”，保证订单供应。

本报讯 通讯员李婷婷、马龙行、王飞报道
日前，宁波海威汽车零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海威”）“忠诚奖”颁奖典礼现场，财务部G3级
员工邬雅春胸戴大红花，从董事长王承永手上
接过一枚重30克、纯度999.9的“忠诚奖”金牌，
她激动不已：“太高兴了，非常有纪念意义，我一
定要好好收藏！”

“凡是在海威工作满5年或10年的员工，无
论职位高低，都会获得公司颁发的纪念银牌或
金牌一枚。”该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王懿说，此次
公司花了上百万元，一共定制了 68 枚金牌和
226枚银牌，表达对资深员工的肯定和感谢。

据了解，金牌正面刻着“忠诚奖”以及公司
名称和LOGO，背面刻有“感谢您与海威共同成
长”字样，分 30g 和 20g 两种规格，纯度均为
999.9。银牌也有两种规格，分别为 200g 和
100g。

获奖员工纷纷把这份喜悦与自豪晒到了朋
友圈，“我人生中第一次拿到金牌”“付出就有回
报，公司再创辉煌”“今天下班觉得云特漂亮，你
看像不像我得的金牌”“今天不搬砖，搬金牌”

“我儿子说，我拿的金牌他要传给他儿子”“公司
给我颁了个奖，比奥运会银牌分量还重”“这直
径真的很给力”“就问你大不大，期待下一个 5
年”“目标金牌，冲冲冲”……

据了解，金银牌的背后还有一个故事。就在
上个月，公司固定的员工管理层接待日，王承永
在与质量部员工陈雯雯谈心时，陈雯雯打趣道，
自己从老家安徽来海威工作时还是个小姑娘，
现在十多年过去，快成“老阿姨”了。“老员工是
企业宝贵的财富！”王承永很是触动，由此萌发
了为老员工设立特别纪念奖的想法。

海威成立于2010年，十余年来，从一家几十
人的小公司发展到现在总生产面积约25万平方
米的大企业，拥有员工1000余人，其中 30%以
上员工在企业工作超过5年。公司近年来持续
推进全球化布局，最近又投资4.45亿美元启动
海威股份墨西哥二期工程，预计2024年投产，斯
洛伐克工厂也在计划中。2022年，公司实现销
售额8.65亿元，同比增长30%左右。

“海威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员工
的努力付出。我们设立这个‘忠诚奖’，就是让
员工一起来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让每一个海
威人真正感受到他们都是企业的主人。”在王承
永眼里，一家企业只有重视企业文化建设，重视
关心员工，才能不断进步发展。

“学习提升、团结合作、共同成长”是海威的
价值观。十余年来，公司通过“走出去、请进来”
等方式，累计培养数百名G3级以上人员；从月
度、季度到年度，每个工种都有竞赛比武，并给
予奖励；6S奖、师带徒奖、标准作业奖、新项目获
得奖、新客户开发奖等奖项名目众多；足球赛、
运动会、爬山活动、员工及家属游园会等活动丰
富多彩；租公寓楼、高温补贴、困难员工慰问以
及节日礼品、年夜饭、下午茶等各种福利待遇，
让员工幸福感满满；公司还定期组织员工座谈
会，倾听员工心声，为员工排忧解难，助员工提
升自我价值……

“再过一个月，我进公司就满12年了，在这
里很有归属感，工作充满了干劲，我会一直干下
去，干到退休。”陈雯雯说。

本报讯 通讯员吴浩宇、王丽双报道 “收到
了增发的补贴真得很意外，太感动了！”近日，东
阳花园田氏医院为全院员工增发每人1万元的抗
疫补贴。

据介绍，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医
护人员所承担的工作量及面临的岗位风险也随
之增加。花园田氏医院医护人员没有退怯，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医者仁心。“去年12月中下
旬，有的医护人员甚至挂着点滴还坚守在岗位
上，很不容易。”花园田氏医院内科主任、主任医
师楼小英深有感触地说。

站出来、顶上去、撑下去；顾大局、舍小家、为
大家。三年来，这样的例子、这样的故事，在花园
田氏医院里，举不胜举。

“确实很辛苦，但看到付出得到了肯定，累并
快乐着。”花园田氏医院检验科检验组长方双庆
去年曾支援新疆温宿县人民医院近一个月，“当
得知抗疫补贴发放时，我第一时间想到了家里的
老人和小孩。还想用部分抗疫补贴来提升自身
的业务能力，更好地为老百姓提供更加优质的医
疗服务。”

去年，花园田氏医院在做好院内及村内疫情
防控的同时，积极配合完成上级部门分配的公共
任务，相继抽调51名医护人员到上海浦东方舱医
院，东阳蓝天白云健康驿站，横店凯曼、长征、忆
家宾馆等承担医疗救治工作；抽调检验人员到新
疆、金华、兰溪等地的核酸检测点，支援核酸检测
78天；8次抽调医护人员380人次前往金华、永
康、横店等地执行全员核酸采样工作，全年共完
成核酸采样362.26万人次。

“拿出真金白银奖励大家，只为让大家能拥
有物质上的激励、精神上的减负以及心灵上的呵
护。”花园田氏医院院长周巧旦说，接下来，花园
田氏医院将在制度保障、生活保障上出更多新招
好招实招，继续为全院所有员工的“幸福”保驾护
航。

近日，位于杭州市桐庐经济开发区的浙江艾罗

网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

忙着生产、检测销往海外的户用储能逆变器。近年

来，该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突破储能领

域技术瓶颈，产品远销海外。

通讯员徐军勇 摄

喜！
老员工人人有份

奉化这家企业
“壕”发金银牌

叮!
你的抗疫补贴

已到账
东阳这家医院

奖每位员工1万元

订单排到节后

温州不少企业春节“不打烊”

外贸企业出境“双抢”进行时
嘉兴出台新政支持企业拓市场，条条都是“真金白银”

2022年完成货物吞吐量10.43亿吨

浙江海港运输
生产稳中有进

税惠赋能

“好政策＋优服务”
温暖市场主体

需求旺 生产忙

■新华社记者李平、林光耀

旨在拓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空间
的《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
例》，近日经浙江省十四届人大一次
会议表决通过，该条例将于2023年
3月1日起施行。

据了解，条例从创业扶持、创新
推动、市场开拓、财税支持、融资促
进、服务措施、权益保护、监督检查
等方面，明确了各方主体服务支持
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举措和责任。

例如，为降低中小微企业创业
的制度性成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优先支持通过工业用地
整治改造、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等
方式，保障小微企业园建设用地。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所属的检测机构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检验检测服务
的，应当按照规定减免费用。

在财税支持、融资促进方面，条
例明确各级财政应当在预算中安排
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推动建立和完善为
小型微型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政策
性融资担保体系，建立健全风险补
偿和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资本持
续补充机制等。

在帮助中小微企业开拓市场方
面，条例规定政府采购不得对中小
微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
遇，要求将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
业产品纳入创新产品推荐目录，
并要求政府通过支持境外参展、
组织商务洽谈等方式，提高中小
微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并为
中小微企业开展跨境投资贸易提
供指导和帮助。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现有各
类市场主体943万户，小微企业占企
业总户数超九成。浙江省人大常委
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小微企业发
展面临市场准入、要素使用、融资促
进等方面的痛点、难点，要通过修订
和完善相关条例的方式，为民营经
济发展保驾护航。

我省立法拓展
中小微企业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