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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发展有了智囊团
宁波市中小微企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
中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和转型发展之路该怎么走？宁波专门成立了一个专家智囊团。
昨天，宁波市中小微企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

□通讯员 沈军明 金报记者 童云

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库支撑
在昨天的成立大会暨首场专家研讨会上，宁波市
经信委副书记、副主任、市智慧办主任叶春华分享的
一个小故事引起与会专家的共鸣。
“我在德国考察的时候，参观过一个做仿真技术
的公司，只有十几个人。利用VR技术，工人戴上眼镜
后，眼镜就会教工人怎么发现机器的问题，怎么去维
修，它很好地解决了培训工人的问题。这家公司的这
项软硬件技术后来被西门子收购了。” 叶春华说，在
德国有不少这样的小公司，不少大公司的技术创新就
是通过收购这些小公司，跟他们合作实现的。宁波正

是要大力培育这样的小企业， 为它们提供好的生态环
境。 新成立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则将为推进中小微企业
发展提供重要的智库支撑。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要做些啥？叶春华介绍，它将对
关系宁波市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综合性
重大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 对中小微企
业发展相关的重大规划、政策措施等开展研究论证，供
有关部门决策参考；对宁波市“两创示范”工作推进中
出现的重大事项、突出问题等，展开重点调查研究，提
出建议对策。

有专家建议打通各种资源的整合
首届专家委员会共有15名成员， 由来自企业、高
校、服务机构等不同领域的资深专家组成。专家咨询
委主任、 宁波工程学院经管学院院长朱占峰告诉记
者，这个智库，一是“两创示范”组织领导的重要支
撑，二是联系中小微企业的重要纽带，另外，它也是聚
集社会专家资源的重要平台。
在昨天的成立大会上，又一位专家提出向德国学
习。“未来，平台+个人的创业模式，将成为中小微企
业的机会，这种模式的创业，成功概率会大大提高。”

咨询委员会专家、 浙江泰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鲍海明建议，宁波要打通各种资源的整合，目前宁波的
高校和产业的关联度不是太高。 他曾在德国斯图加特
考察，当地的六大高校全部与汽车产业打通，为产业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一点非常值得宁波学习。
会上，宁波市经信委党委委员、总工程师谷霞作了
宁波市推进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工作情况
报告。报告显示，今年1-9月，我市新增创业数已超过
12万户，成为全国创业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

全球葡萄酒产量将创近70年最低

葡萄酒价格上涨或难避免
步入12月份，北半球各产区的葡萄采收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中，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形
势有些不容乐观。国际葡萄酒组织OIV的数据表明，2017年对于葡萄酒业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欧
洲的葡萄酒产量可能将减少20亿升到25亿升，全球葡萄酒产量将在70年来首次低于消费量，价格
□通讯员 张庆云 臧宪朋 江山宁 金报记者 童云
也可能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产量大幅下降对中国市场影响将较大
根据 宁 波 检 验 检 疫 局 的 数 据 ， 今 年 1-11 月 宁
波口岸共进口葡萄酒3665批，共4272万升， 货 值 达
141034 万 美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8.08% ，46.35% ，
165.54%。主要来自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九月开
始，北半球酿酒葡萄的采 摘 工 作 已 经 开 启 ， 今 年 受
恶劣气候的影响，葡萄减产 已 成 定 局 。 各 大 葡 萄 酒
进口商纷纷开始大批采购葡萄酒，保证货源。9-11

月宁波口岸共进口葡萄酒1204批， 共1459万升，货
值达5415万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59.89% ，80.57% ，
131.02%。
贾先生是国内知名葡萄酒进口商 ， 据 其 介 绍 ：
“未来中国的散装葡萄酒市场无疑还会持 续快速增
长， 此次欧洲葡萄酒产量的大幅下降对中国葡萄酒市
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恶劣气候是此次减产的主要原因
暴雨、春冻及干旱在内的恶劣气候是此次欧洲葡
萄减产的主要原因。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作为全球葡
萄酒生产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占全球葡萄酒生产量的
50%以上。受天气影响，这些国家内许多著名酒庄都
蒙受了巨大损失。
重灾区意大利今年还经历了近三十年来最为炎
热的夏天，连日40℃以上的高温炽烤葡萄树，导致葡
萄采收量下滑30%至35%， 而每100千克葡萄所能榨
出的葡萄汁也有所减少。OIV预计， 意大利今年葡萄
酒产量将为39.3亿升，下降23%，占2017全球葡萄酒
产量下滑量的一半。
法国、西班牙情况也不容乐观。法国农业部报告

显示，预计今年法国葡萄酒产量约为37亿升，较上一
年下降17%，低于五年平均产量，比历史最差的1991
年还要低。1991年法国葡萄酒产业曾遭受冰雹天气的
沉重打击。同样，西班牙葡萄酒产量也大幅下降，预计
降幅达15%。
荷兰合作银行全球饮料策略师兰尼克雷夫
（StephenRannekleiv）表示，三大葡萄酒生产国同时产
量下降的情况非常罕见， 预期葡萄酒供给大减会持续
到明年。
葡萄酒减产势必会影响其价格， 从最新得到的消
息来看， 西班牙的葡萄价格比去年上涨了20%~30%，
其他地区的葡萄酒价格也相应有所增长。

■基金一览

华泰柏瑞战略新兴产业基金重磅首发
刚刚结束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要 “加快建设制
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 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意味着未来
五到十年新兴产业将迎来一个高速发展契机。顺应这
一投资主线，华泰柏瑞基金推出了华泰柏瑞战略新兴
产业基金，由公司明星基金经理张慧先生担纲，目前
正在中行等渠道发售。

据了解， 该基金重点关注节能环保、 信息技术产
业、生物医药、高端制造、新能源等契合十三五规划和
十九大精神的战略新兴产业。券商分析师指出，这些新
兴产业具有很好的成长性， 涉及较多高景气度的子领
域， 而这些子领域业绩增速高， 在2018年具有结构性
机会，即便是在市场风格偏向价值的2017年，依然取
得了较大的涨幅。

配方未备案的“洋奶粉”
暂时不会断货
2018年1月1日前生产
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金报讯 （通讯员 储星星 刘晓晓 秦华洋
记者 童云）近两年，由于国家开放二孩政策，
婴幼儿配方奶粉市场需求量不断扩大， 进口产
品也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选择。2016年9月30
日，食药监总局发布《实施婴幼儿配方乳粉产
品配方注册管理过渡期的公告》要求，2018年1
月1日前经批准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或已向我
国境内出口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可销售至其保
质期结束；2018年1月1日起， 在我国境内生产
或向我国境内出口的婴幼儿配方乳粉， 必须依
法取得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证书。按
此规定，进口奶粉如果在2018年1月1日之前未
取得配方注册证书，将无法进入我国销售。由于
很多宝宝都吃惯了“洋奶粉”，不少家长担心新
政实施后，如果使用品牌没有如期注册，宝宝将
不得不面临“断粮”的尴尬。
不过，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食药监总
局联合发布《关于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
方注册执行日期的公告》，规定“境外生产企业
2018年1月1日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可进
口并销售至保质期结束”。业内人士指出，这相
当于延长了未取得注册的进口奶粉的进口和销
售时间， 按照罐装婴儿奶粉通常两年的保质期
计算，如果未来不再出台新的补充政策，理论上
意味着这一期限宽限了半年之久。
记者从宁波检验检疫局获悉，截至11月底，
宁波口岸2017年共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922批
次，690余吨，货值11324万美元，货值突破1亿
美元大关。进口婴幼儿配方奶粉主要来自德国、
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

■股市行情

沪指失守3300点
“中小创”温和反弹
6日A股再现分化走势。上证综指下行失守
3300点整数关，前一交易日表现疲弱的“中小
创”温和反弹，其中创业板指数涨幅超过1%。
至收盘，上证综指收报3293.96点，较前一
交易日跌9.72点，跌幅为0.29%。深市三大股指
全线反弹。深证成指收报10911.33点，涨56.57
点， 涨幅为0.52%。 创业板指数表现最好，涨
1.46%至1784.31点。 中小板指数收报7537.11
点，涨幅也达到了0.71%。
沪深两市2400多只交易品种上涨。与前一
交易日逾4800亿元的总量相比，当日沪深两市
明显缩量， 分别成交1792亿元和2142亿元，合
计降至4000亿元以下。
据新华社电

不用“好坏”评价股票
在幼年的时候， 我们最初接受的概念里就
有“好坏”之分。不卫生的食品是坏的，和蔼的
家长是好的……凡事先判断好坏， 这个习惯往
往一直会持续人的一生。但是，对于股市用“好
坏”来判断，往往是有失偏颇的。
投资者往往会先入为主地认为， 上涨的股
市是好的，下跌的股市是坏的，高成长是好的，
占据市场垄断地位的企业是好的。但事实上，投
资赢利与否，与这些因素关系并不大。投资者普
遍认为，上涨是好的，牛市是好的，但对于绝大
多数投资人来说，亏损最为严重的投资，就是在
牛市中买入的股票。高成长固然是永恒的主题，
但很多投资者买入了成长股后， 那些股票就不
再成长了。
对于投资者来说， 重要的不是去对于股市
作什么价值评判，去判断股市好坏，或者股票的
好坏。重要的是如何去发现市场的规律，寻找到
投资的机会。否则，就算牛市再来，绝大多数人
不过是再多些亏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