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工坊

本报讯 近日，慈溪
市德顺容器有限公司研发
的 20多种环保农业机械
水箱开始批量生产。生产
车间内，工人们熟练地操
作着自动化设备，将进口
环保塑料颗粒研磨成粉末
后，按照工艺流程加工成
精美的滚塑容器。在国家
积极推行以塑代钢、以塑
代木环保政策的大背景
下，今年，“德顺”生产
的滚塑制品首次打入农机
领域，再次扩大了企业的
市场版图。

滚塑又称滚塑成型、
旋转成型、回转成型等。
近年来，这种贴有环保

“标签”，能使塑料制品一
次成形、强度高，满足企
业对产品外形多样化需求
的工艺，逐渐成为一种生
产大型中空塑料制品经济
有效的方法。作为我国
滚塑行业的领军企业之
一，近年来，德顺加大
设备改造力度，提升产
品研发水平，提高企业

竞争力，企业制造的滚塑
制品从应用于普通、民用
产品向环保、军工等高端
市场转变。

国内市场对滚塑产品需
求不断加大，德顺从生产的
贮存器向室外灯具、休闲用
品、健身设施、酒店服务等
多个领域拓展，企业先后开
发了上百种可以精细到毫米
的滚塑产品，灯具、沙发、
泳池扶梯、躺骑、玩具、工
程车水箱油箱、清洁用具、
市政设施等产品一应俱全，
企业也获得了 80多项国家
专利，并以抢先进入市场的
先发优势，快速实现企业做
精做强。

与此同时，德顺抓住滚
塑产业快速发展淘汰传统设
备的机遇，企业先后开发了
18种密封性、精度、节能
效果等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
同等水平全自动滚塑设备，
全面替代国外进口的全自动
滚塑设备，大力开发国内市
场，目前印有“德尔顺”商
标的各种型号的滚塑设备在
慈溪、广州、南京等多地使
用。

“德顺容器”
加速开拓滚塑市场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本报讯 最近，中国与毛里求斯就
自贸协定谈判达成一揽子协议，未来，
在货物贸易领域，双方零关税的税目比
例和贸易额占比均将超过 90%。据了
解，这是我国与非洲国家商签订首个自
贸协定，这将对慈溪出口企业开拓毛里
求斯，乃至非洲市场带来利好。

中毛自贸协定的达成，是中国不断
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又
一成果。截至目前，中国已经与 25个
国家和地区达成 17个自贸协定，自贸
伙伴遍及欧洲、亚洲、大洋洲、南美洲
和非洲。凭借自贸区政策优势，慈溪出
口企业充分抓住自贸区享受减免关税、
取消贸易数量限制措施等政策机遇，积
极扩大慈溪外贸产业在自贸区的品牌知
名度，大力提升“慈溪制造”在海外市
场的竞争力。今年1-9月，宁波海关驻
慈溪办事处共签发各类自贸区原产地证
书20901份，签证金额6.36亿美元，同
比分别增长8.08%和18.84%，预计可减
免进口国关税3182万美元。

稳步扩容
自贸区布局趋完善

自由贸易区（英文缩写 FTA），是
指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通
过签署协定，在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基
础上，相互进一步开放市场，分阶段取
消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
善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从而形
成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特定区域。

2005年 11月，智利成为第一个同中
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2008
年4月，中国与新西兰签署自贸协定，这
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
定，也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个涵盖货物贸
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的全面自
由贸易协定；2010年 1月 1日，中国-东
盟自贸区全面建成，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
和地区建成的最大自贸区。

自贸区协定不断签订，给慈溪制造企
业带来无限商机，相关进出口企业充分利
用自贸区双向优惠的特点争取新的利润增
长点。自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以
来，中国与东盟贸易正式步入“零关税”
时代，贸易投资更加便利化，当地丰富的
原材料和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成本使得中国
企业向东盟投资兴趣十足，投资额迅猛增
长。慈溪企业也从中嗅到了无限商机，纷
纷加入了赴东盟投资的热潮。

“就在中国东盟合作共赢的步伐不断
向更广更深领域迈进中，找准自身定位，
抢抓机遇在东盟市场快速崛起成为慈溪出
口企业的共识。”据宁波海关驻慈溪办事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12 年到 2017
年，宁波海关驻慈溪办事处共签发中国-
东盟原产地证书从 3662 份上升到 6993
份，5年间增长 190.96%。其中 2017年签
发的中国-东盟原产地证书6993份，金额
25460 万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21.28% 和
21.51%，再创历史新高。

助力拓市
原产地证强力拉动

2017年，宁波海关驻慈溪办事处签
发的中国-秘鲁自贸区原产地证书增长

速度最快，共签发 647份，金额 1752万
美元，同比增长 40.04%和 54.36%；其次
为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原产地证书，
共签发 7999份，金额 1.28亿美元，同比
增长 25.91%和 6.05%；再次为中国-东
盟原产地证书，共签发 6993 份，金额
2.55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21.28% 和
21.51%。

在这一系列数据中可以看出，在原材
料成本上涨、人工成本上升、汇率变动等
多重因素影响下，慈溪企业主动分享关税
优惠利益的意识有了显著提升，产品出口
自贸区市场基本可以保持原先的利润率。
目前，我国签发的自贸区原产地证基本覆
盖我市的传统出口市场如欧洲、亚洲、美
洲等，我市出口企业充分借助原产地证的
辐射效应，“纸黄金”的称谓对于外贸企
业来说可谓名副其实。

据了解，我国深入融入自贸“朋友
圈”稳步扩容，慈溪出口企业在自贸区
市场也迎来了长足的发展，其中自贸区
原产地证助推动力强劲。2013年，宁波
海关驻慈溪办事处共签发各类自贸区原
产地证书 7621 份，签证金额 2.71 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 17.90%和 9.70%，减
免进口国关税 1300多万美元。之后的几
年间，相关企业应积极针对自由贸易区
制定发展战略，申请各类自贸区原产地
证书的热情高涨，签证份数基本保持两
位数增长。

2016年，由于中韩、中澳自贸协议
开始实施，更是迎来了新一轮签证热潮。
截至到 2017年，宁波海关驻慈溪办事处
共签发各类自贸区原产地证书 25687份，
签证金额 7.17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9.57%和 20.54%，可减免进口国关税

3500多万美元，进口国关税减免幅度与
2013年相比增长1.7倍。

勇于开拓
抢占自贸市场先机

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
发展的大趋势。自贸协定的重要意义不仅
在于降低关税水平、促进双方之间的商品
流通，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涵盖了服务、
投资、人员往来等十几个领域，为我国企
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营造了互通互惠
的环境。目前，中国正在与 27个国家进
行 12个自贸协定谈判或者升级谈判，包
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
韩、中国-挪威、中国-斯里兰卡、中国-
以色列、中国-韩国自贸协定第二阶段、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
及中国-新加坡、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
升级谈判等。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大背景下，加
上综合成本居高不下，慈溪外贸传统竞争
优势明显削弱。面对发达经济体开始重视
实体经济并推动高端制造业回归，东南
亚、南亚等地区则凭借更为低廉的劳动力
成本抢占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的“两面夹
击”，慈溪外贸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地位，必须实现从制造引领到创新引领、
从供应链战略到价值链战略、从全球销售
到全球经营的转型升级，用足用好自贸协
定红利的重要性正在凸显。随着我国深入
融入自贸“朋友圈”稳步扩容，自贸区各
种优惠政策给慈溪企业带来了新机遇，广
大出口企业应积极针对自由贸易区制定发
展战略，努力在经济全球化中抢占先机、
赢得主动。

慈溪融入世界经济自贸“朋友圈”

本报讯 日前，宁波
名力弹簧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出合金钢模具弹簧，至
此，名力生产的模具弹簧
品种已达到 2800 多种，
替代进口用于冲压塑料模
具的弹簧产量达到国内第
一。接下去，名力将再次
引进弹簧行业高端人才，
向性能更佳、抗疲劳度更
高的高强度模具弹簧升
级，以此替代重载型氮
气模具弹簧。目前，模
具弹簧已成为名力进军
精品弹簧市场的新增长
点。

用途无处不在的弹簧
被称为永不没落的传统产
业，近年来，名力坚持走
创新升级发展道路，一个
普通的小弹簧，被名力赋
予全新的科技竞争力。等
同进口水平的稳定品质，
追求精品弹簧的研发节
奏，让名力模具弹簧开展

“国际替代”步伐持续加
大。做细做精做高端，名
力传统产品 1.0毫米以下
的小弹簧也在企业设备持

续升级的同时，向“高、
精、尖”弹簧领域扩大销
量。

自 2016 年以来，以为
宝马、奔驰、奥迪等汽车
品 牌 配 套 生 产 车 把 手 弹
簧、饰品弹簧为起点，吹
响了名力全方位开拓弹簧
市 场 的 总 号 角 。 这 几 年
来，为海尔、美的、公牛
等 家 电 品 牌 配 套 生 产 家
电、墙壁开关等弹簧，进
军医疗、通讯行业，让名
力迅速抢占国内高端市场
弹簧。目前，名力生产的
弹 簧 涉 及 文 具 、 光 电 通
讯、机械、异型、阀门、
玩具等行业，其中小弹簧
占到全国小弹簧15%市场份
额。

随着国内市场绿色发
展步伐加快，一些低小散
弹簧作坊逐步退出市场，
这给名力弹簧创造了良好
的发展空间。在向精品弹
簧升级前行的同时，名力
还 延 长 产 品 链 条 ， 向 原
料、拉丝、电镀等生产环
节延伸，形成弹簧生产从
原料到成品的完整产业链
条，以此更好把控质量，
推动企业创新升级。

“名力”向精品弹簧
升级前行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通讯员 杨观真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通讯员 崔陆晟

本报讯 最近，宁波和平鸽口腔
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8款一次性牙科手
机通过了国家口腔医疗器械检测检验
局的测试，目前，“和平鸽”一次性牙
科手机型号已经达到 25款，获得各项
专利授权 150多项，其中核心零部件
获 6项国际发明专利授权、30项国内
发明授权。

“创新求变，寻找市场空白点，才
能实现新的科技突破，和平鸽一次性牙
科手机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诞生的。”据
董事长周展力介绍，预计在今年底，

“和平鸽”填补市场空白一次性牙科手
机可投放市场，届时，这种全新的产品

将引导消费者改变对牙科手机使用安全的
意识，开启口腔医疗领域一次性牙科手机
使用新时代。

牙科手机又称牙钻，是牙科医生专用
的治疗器械，现已被全球牙医广泛使用。
这样的工具原来都是重复使用的，但经临
床使用研究发现，牙科手机停转瞬间会产
生负压回吸，将患者口中的血液、唾液等
吸入手机内部，由于其结构精密复杂，彻
底清洗消毒灭菌困难重重。“牙科手机消
毒需要诸多工序，消毒流程极为繁琐，消
毒设备也很昂贵。而一旦消毒不到位就会
留下隐患。”周展力说，当时就在想，牙
科手机是不是能够做到像注射器一样是一
次性的，那么这个清洗、消毒问题就迎刃
而解了。

过去 15年里，国内牙科器械行业尽
管不断研发攻关，但基本都是简单粗糙地
效仿国际知名品牌牙科手机的结构原理，
并未在核心技术上真正突破，反而将一次
性做成了“低质廉价”的代名词，最终在
市场上销声匿迹。经过3年多的市场调研
和潜心钻研，周展力一举掌握了双向密封
带法兰的微型高速轴承，独有的阻回装置
和快速安全拆解装置等核心技术和工艺，
为实现“一人一机一使用”提供了技术保
障。

据了解，由于核心零部件的制造技术
一直掌握在日本、欧美企业的手中，受限
于模具、材料和加工精密度的严苛要求，
国内企业少有人碰触这一块。在制造过程
中，周展力遇到了重重困难：“原来的涡

轮都是由精密仪表来加工的，为了降低制
造成本，我不用机器加工来做，而是用压
铸来做。”同样，在开发制造轴承中遇到
的困难也不亚于涡轮制造。经过长期的科
研攻关，最终周展力和他的团队终于研发
出成本低、高转速、低噪音的涡轮和轴
承，并研发设计出了一台自动化轴承封装
设备。凭借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层层设
防杜绝重复使用，到 2017年，和平鸽公
司生产的一次性牙科手机已经更迭到第四
代，其成本低、转速高、噪音小的功效与
国际一线牙科手机品牌不相上下。而让周
展力骄傲的是，“和平鸽”一次性牙科手
机产品的诞生，大大降低了消费者的使用
成本，在中国口腔医疗器械行业跨出了历
史性的一大步。

创新求变 勇于突破

“和平鸽”开启一次性牙科手机使用新时代

近日，慈溪市税务局组织
干部对辖区内有研发投入的企
业开展税收宣传，辅导企业在
研发费加计扣除比例提高至
75%后及时、足额享受税收优
惠。图为企业人员正在向税务
干部介绍新研发投入的跑步机
功能技术。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通讯员 郑琳

税务宣传
进企业

本报讯 继连续中标一系列污水处
理项目后，近日，水艺集团旗下的宁波
水艺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再次中标宁波
桃源自来水厂 50万吨浸没式超滤膜系
统项目。据了解，桃源水厂是根据《宁
波 市 中 心 城 区 给 水 规 划 （2008-
2020）》建设的重大供水项目，工程投

资概算 17.54亿元。水厂占地 324亩，设
计日制水能力 50万吨，采用超滤膜生产
新工艺，是目前国内在建的最大规模浸没
式超滤膜系统自来水厂。该项目分两个标
段，中标第二标段，标志着水艺膜公司从
此有资格参与我国任何规模现代化自来水
厂的提标改造建设。

水艺集团作为国内环境综合治理运营
服务商，一直专注于饮用水深度处理和污
废水深度处理两大领域。特别是自2012年

承担国家863计划并顺利完成所有项目指标
以来，公司自主研发的梯度孔结构、高机
械强度、高亲水性、高抗污性的超滤膜在
饮用水深度处理和污废水深度处理领域进
行了广泛的验证，并得到业主的一致好评。

在饮用水深度处理方面，水艺膜的高
通量、高亲水性、抗胶体及悬浮物污染等
性能，均遥遥领先于国内同行业水平，为
现代化自来水厂的提标改造，进一步去除
水体中的微生物、消毒副产物以及水体突

发污染、控制有毒有害化学品和臭味，从
而改善饮用水口感，提高饮用水安全提供
了技术保障。在污废水深度处理方面，水
艺膜的高机械强度、高抗污性和高通量等
关键技术指标，又为超滤膜在不同领域的
污废水处理提供了可能。特别是结合水艺
膜的技术性能特点，开创性地进行了集中
式和分散式工艺创新，为城市污废水深度
处理、工业污废水深度处理、黑臭河道综
合治理等方面提供了技术保障。

“水艺膜”中标50万吨特大自来水提标项目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通讯员 林裕玉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通讯员 许挺

本报讯 近期，海关
总署陆续收到多个国家或
地区关于我国出境货物木
质包装不符合规定的通
报。为确保出境货物使用
的木质包装符合输入国家
或地区检疫要求，避免企
业遭受经济损失，根据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
处理管理办法》的规定，
海关总署要求出境货物
使用的木质包装，应按
规定的检疫处理方法进
行处理，并加施 IPPC标
识；各海关对出境货物
进行查验时，一并对货
物使用的木质包装进行
抽查，不符合规定的，
不准出境。

在国际贸易中，70%
的货物需要使用木质包
装，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
家都采纳了国际植物保护
公约组织第 15号国际标
准《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
材料管理准则》，即为木
质包装检疫措施国际标

准。2005 年我国正式采纳
IPPC第 15号国际标准。根
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 2005年第 4号公告通知，
从 2005 年 3 月 1 日输往欧
盟、加拿大、美国、澳大利
亚等国家的带木质包装的货
物，其木质包装要加盖 IP⁃
PC的专用标识。出口货物
的 木 质 包 装 一 旦 违 反 了
ISPM第 15号准则，进口国
官方将进行除害处理或销
毁，并产生高额的费用，严
重的还将直接退货。

据了解，慈溪外贸出口
的产品大部分都用到了木
箱、木板条箱、木托盘、垫
仓木料、木桶、木垫方、枕
木、木衬板、木轴、木楔等
用于包装、铺垫、支撑、加
固货物的材料。面对海关要
求相关企业应在使用木包
装箱承载设备出口时，首
先应该清楚了解出口对象
国家对于木箱的标准，再
合理的设计符合出口对象
国家的标准的木箱，同时
要密切关注货物出口后的
通关等信息，保障出口贸
易顺利进行。

所有出口货物木质包装
都要加施IPPC标识

■全媒体记者 张金科
通讯员 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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