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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第 2 期（总第 47 期）

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秘书处编 2014 年 3 月

【聚焦两会】

编者按：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作政府

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及许多数字，秘书处盘点梳理了这些数字，并将其刊登于

此，供大家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数字盘点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
●政府工作报告中 77 次出现“改革”
一、2013 年工作回顾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6.9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7.7%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2.6%

●城镇登记失业率 4.1%

●城镇新增就业 1310 万人

●进出口总额突破 4 万亿美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 9.3%，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650 万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2.2%

●财政收入增长 10.1%

●粮食产量超过 1.2 万亿斤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46.1%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7.5%，货运量增长 9.9%

●分批取消和下放了 416 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 348 项，减轻企业负担 1500 多亿元

●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 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 63%

●出境旅游近亿人次

●广义货 M2增长 13.6%，符合调控要求

●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一般性支出压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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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优惠，600 多万户企业受益

●全面完成 1.5 万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新解决农村 6300 多万人饮水安全问题

●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全国森林覆盖率上升到 21.6%

●能源消耗强度下降 3.7%，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分别下降 3.5%、2.9%

●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22.3%

●铁路、高速公路运营里程均超过 10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到 1.1

万公里，居世界首位

●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2%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13.1%和 17.7%，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提高10%

●新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 666 万套，基本建成 544 万套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惠及 3200 万孩子

●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上年增长 8.5%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增加到人均 280 元

●基本药物制度覆盖 80%以上村卫生室

●农村免费孕前检查使 600 万个家庭受益

●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 15%以上

●重特大事故下降 16.9%

●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修订法律 34 件

●制定修订行政法规 47 件

●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 35%，31 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 26%

二、2014 年工作总体部署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5%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3.5%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 1000 万人以上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6%以内

●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 13500 亿元，比上年增加 1500 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

9500 亿元，由中央代地方发债 4000 亿元，赤字率稳定在 2.1%

●今年广义货币 M2 预期增长 13%左右

三、2014 年重点工作
●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200 项以上

●今年进出口总额预期增长 7.5%左右

●中央预算内投资拟增加到 4576 亿元

●国防费预算比上年增长 12.2%

●今年拟安排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 700 多亿元

●今年再解决 6000 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

●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000 万人以上



3

●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

引导约 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今年要淘汰钢铁 2700 万吨、水泥 4200 万吨、平板玻璃 3500 万标准箱等落后

产能

●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 10%以上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人均 320 元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扩大到 1000 个县，覆盖农村 5 亿人口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增加到 35 元

●落实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今年新开工 700 万套以上，其中各类棚户区 470 万套以上

●年内基本建成保障房 480 万套

●今年要淘汰燃煤小锅炉 5 万台

●推进燃煤电厂脱硫改造 1500 万千瓦、脱硝改造 1.3 亿千瓦

●除尘改造 1.8 亿千瓦，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600 万辆

●今年能源消耗强度要降低 3.9%以上

●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都要减少 2%

●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今年拟安排 500 万亩

（化贸秘）

【治污减排】

李总理在中外记者会强调污染伤天害人政府决不手软
李总理说：我们不片面追求 GDP，但是还是需要贴近老百姓的 GDP，提高质量

效益、节能环保的 GDP。

“我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因为这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人早晨一起

来，就打开手机查看 PM2.5 的数值，这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在回答“向

污染宣战”等环保相关问题时，李总理说：我们说要向雾霾等污染宣战，可不是

说向老天爷宣战，而是要向我们自身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宣战。

李总理介绍说，国务院去年出台了治理大气污染的十条措施，在 161 个城市

进行 PM2.5 数值的监测，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多的。这不仅是要让人民群众提高

自身防护的意识，更是给政府增加责任。今年我们主动加压，加大降耗力度，也

就是确定能源消耗强度要下降 3.9%，而去年实际下降 3.7%，这意味着要减少 2.2

亿吨煤炭消耗。

李总理强调，对包括雾霾在内的污染宣战，就要铁腕治污加铁规治污，对那

些违法偷排、伤天害人的行为，政府决不手软，要坚决予以惩处。对那些熟视无

睹、监管不到位的监管者要严肃追查责任。

李总理表示，雾霾的形成有复杂的原因，治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

不能等风盼雨，还是要主动出击，希望全社会，政府、企业、社会成员，大家一

起努力，持续不懈地奋斗，来打这场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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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贸秘）

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

一是减少污染物排放。全面整治燃煤小锅炉，加快重点行业脱硫脱硝除尘改

造。整治城市扬尘。提升燃油品质，限期淘汰黄标车。

二是严控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新增产能，提前一年完成钢铁、水泥、电解铝、

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十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

三是大力推行清洁生产，重点行业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到 2017 年底下

降 30%以上。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四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加大天然气、煤制甲烷等清洁能源供应。

五是强化节能环保指标约束，对未通过能评、环评的项目，不得批准开工建

设，不得提供土地，不得提供贷款支持，不得供电供水。

六是推行激励与约束并举的节能减排新机制，加大排污费征收力度。加大对

大气污染防治的信贷支持。加强国际合作，大力培育环保、新能源产业。

七是用法律、标准“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制定、修订重点行业排放标准，

建议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强制公开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信息。公布重点

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八是建立环渤海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加强人

口密集地区和重点大城市 PM2.5 治理，构建对各省（区、市）的大气环境整治目

标责任考核体系。

九是将重污染天气纳入地方政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根据污染等级及时采取

重污染企业限产限排、机动车限行等措施。

十是树立全社会“同呼吸、共奋斗”的行为准则，地方政府对当地空气质量

负总责，落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国务院有关部门协调联动，倡导节约、绿色消

费方式和生活习惯，动员全民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

（化贸秘）

环保部环监局负责人就《关于开展环境保护
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答记者问

环保部近日下发了《关于开展环境保护专项检查的紧急通知》，定于今年 3

月 1日至 3月 31 日在全国范围开展环境保护专项检查。环保部环监局负责人就

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为什么在 3月份组织开展专项检查？
答：选择 3 月份开展此次行动，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从气象数

据看，3 月份大气污染物扩散不利条件出现较多，易出现逆温及雾霾天；而此时
北方供暖期尚未结束，春节期间停工的企业大多选择在这一时期复工，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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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排放量有增多趋势。二是全国大部分地方，3月属于地表水枯水期，水位低、
水量少，水体的自净能力较低，较易出现突发的水环境污染事件。这一时期尤其
要注重大气环境和水环境的保护工作，因此，我部决定在 3 月开展专项检查。

2、请问此次专项检查的重点是什么？
答：鉴于前述不利气象条件和水文条件，从环境要素分，检查重点有两个，

一是大气，二是水。专项检查以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保障饮用水源
环境安全为重点，全面检查相关企业执行环保法律法规的情况。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方面：对火电、钢铁、水泥、化工、玻璃等重点行

业企业排污情况进行检查；对废水排放企业，特别是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源保护区周边的工业企业进行检查；对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企业进行检查；对

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环保基础

设施进行检查。同时，为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环境问题，还特别强调

要认真查处群众关心的环境热点和举报、投诉的焦点问题。

3、专项检查中，环保部门如何分工协会

答：此次环境保护专项检查，我们进行了一些机制创新。按照精简合并检查

的要求，我们重新梳理了国家、省级、地市环保部门的分工，避免出现各级环

保部门轮番到同一企业检查的现象。在职责分工上，实行国家督查、省级巡查、

地市检查的“三级联查”机制，实现上下级环保部门职责的有机结合和互补，

形成执法合力。一是国家对重点区域进行督查，我部环监局、应急办和华北督

查中心将组成 12个督查组，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进行重点督查，其他督查中心

也将按辖区开展督查工作。二是各省级环保部门成立巡查组，对地市工作情况

进行指导、监督，并对重点地市驻点督导，对其他地区全面巡查，要求做到不

留死角。三是地市检查，各项具体检查任务要由地市及以下的环保部门负责，

按照通知要求，对各自行政区域内的重点企业进行执法检查。

4、与以往的检查相比较，组织和方式上有什么不同？

答：在组织形式上，要求各地按照“三机制、五结合”开展工作。一是坚持

联合执法、区域执法和交叉执法三个机制，强调各部门各层级的联合执法，提

高执法效率；强化区域联防联控，从更大范围和尺度上，协作解决共同的环境

问题；在各地方按照行政区划负责的基础上，地方环保部门派员到其他行政区

进行执法检查，增强不同地区环保部门的交流、了解和监督。二是实行明查与

暗查、日常巡查与突击检查、昼查与夜查、工作日查与节假日查、晴天查与雨

天查五个结合。随着环境执法力度的加大，企业违法排污现象有所遏制，像过

去那样明目张胆直排的企业少了，转而采取夜间偷排、假日偷排、雨天偷排的

方式，企业应对环保检查的手段也越来越高超和隐蔽，治污设施“开机欢迎、

关机欢送”的现象很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适应打击违法排污行为

的需要，提升执法手段，我们提出了“五结合”的方式，并对重点污染源和问

题突出企业实行驻厂监督，用全方位、全时段、全角度的执法检查预防、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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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震慑环境违法行为。在检查方法上，要求注重运用暗查方式，做到“三不三

直”，即不定时间、不打招呼、不听汇报和直奔现场、直接督查、直接曝光。

全时段保持环境执法的高压态势，形成强烈威慑。

5、对此次检查发现的问题将如何处理处罚？

答：对于此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环境保护部要求地方各级环保部门依法

加大查处力度。对污染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超标排污的企业，依法停产整治；

对夜间停运污染物处理设施、偷排偷放的企业，依法从重处罚；对不能稳定达

标排放的企业一律依法停产、限产；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土小”企业，

依法取缔关闭。对涉嫌环境犯罪的，及时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在专项检查结束后，环境保护部将向媒体通报检查情况。

（化贸秘）

我省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
为促进企业治污减排，加强环境保护，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

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07〕15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十

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40 号）、《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淘

汰落后产能的意见》（浙政发〔2011〕75 号）等有关规定，经省政府同意，自

2014 年 4月 1日起调整我省排污费征收标准。

一、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

（一）水污染物中除五类重金属因子（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下同）

外的各因子排污费征收标准由每污染当量 0.7 元调整为 1.4 元；

（二）大气污染物中除五类重金属因子外的各因子排污费征收标准由每污染

当量 0.6 元调整为 1.2 元；

（三）水污染物、大气污染物中五类重金属因子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分别由每

污染当量 0.7 元和 0.6 元统一调整为 1.8 元；

（四）固体废物和噪声排污费征收标准不作调整。

二、排污费征收、减免、使用办法仍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三、各级价格、财政、环保部门要密切配合，切实做好政策的实施工作，严格按

照调整后的排污费征收标准加强征收管理，确保排污费依法、及时、足额征收，

同时加强对排污费使用的管理和监督，确保排污费主要用于污染防治。

（化贸秘）

【会议信息】

市政府召开全市工业经济工作会议
2 月 21 日上午，宁波市工业经济工作会议在宁波中山饭店召开。出席会议的

有：市政府副市长陈仲朝、市府副秘书长陈炳荣、市经信委、市发改委、市财政

局、市环保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各县、市、区政府负责人、各工业园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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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相关科研院所负责人、相关乡镇（街道）负责人、市龙头企业与高成长

企业老总以及相关市行业协（商）会负责人共 280 余人。

会议主要内容：

一、市经信委主任林克宇通报去年全市工业经济工作及今年重点工作安排；

二、北仑区政府、宁波华翔特雷姆汽车饰件公司、宁波博洋控股集团公司分别

作交流发言；

三、陈仲朝副市长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去年全市工业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着重部署了今

年工业经济工作的 6 项任务，并提出了 4点要求；

（化贸秘）

市贸促会召开贸促系统工作会议
2 月 20 日下午，市贸促系统工作会议在宁波联谊宾馆召开。出席会议的有：

市贸促会会长顾正为、副会长陈忆戎、李建华、巡视员杨振民、副巡视员、秘书

长赵大方及各县、市、区、行业贸促支会会长、秘书长共 30 余人。

会议主要内容：

一、通报 2013 年市贸促系统目标考核情况并表彰 2013 年度贸促工作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我会张秘书长被授予 2013 年市贸促系统优秀工作者；

二、传达国务院汪洋副总理及总会万季飞会长的重要讲话精神；

三、各支会交流发言；

四、顾会长讲话。他简要回顾了 2013 年全市贸促工作，同时部署了 2014 年的

重点工作，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化贸秘）

【会员风采】

远大物产公司入围首批市外贸实力效益企业
3月7日下午，宁波市政府召开“外贸实力效益工程”推进会，我会理事单位

远大物产公司以年进出口额79232万美元的成绩入围首批市外贸实力效益工程培

育企业，根据去年10月出台的《宁波外贸实力效益工程实施办法（试行）》，该公

司将在市政府优惠政策扶持下，加强全球布局及供应链管理，争取到2016年公司

的资本实力、业务带动力、社会声誉度和综合竞争力都能更上新台阶。

（化贸秘）

2013 年市商贸流通业先进单位揭晓
宁波神化化学品公司上榜

据甬政办发【2013】123 号文和 2013 年商贸流通业工作实绩，在综合考评基

础上，经市商贸流通业领导小组审核同意，2013 年市商贸流通业先进单位揭晓，

我会副会长单位宁波神化化学品经营公司榜上有名，荣获 2013 年市商贸流通业

贡献奖。

（化贸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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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德泰化学公司等上榜“镇海区先进集体”
2014年2月，镇海区委、区政府发布“2013年度镇海区区级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荣誉榜，我会3家企业榜上有名。

宁波德泰化学公司荣获区工业企业效益奖，宁波巨化化工科技公司荣获区政

府质量奖，宁波德泰化学公司和宁波龙欣精细化工公司认定为省著名商标企业。

（化贸秘）

市委副秘书长陆志孟一行到市化工研究设计院公司考察
1月26日，市委副秘书长陆志孟等一行七人到市化工研究设计院公司考察慰

问。公司副总经理臧未一向大家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情况，并就大家较关心的发展

及项目问题进行了详细地阐述。

陆秘书长指出，化工院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对推动地方经济做出了很大的贡

献，他代表市委对公司领导及员工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宁波是重要的化工产业

基地，科技创新在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公司发展得越好，对地方

的贡献就越大。他希望能更积极地发挥本企业优势，结合宁波经济的布局规划，

在科技创新、转型升级方面取得更多的成绩。同时，希望能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

体现社会责任的活动，祝愿公司在 2014 年能更红红火火、繁荣兴旺。

（化贸秘）

镇海科技局李局一行到大红鹰生物公司调研
2月28日，镇海区科技局李局长一行，到大红鹰生物股份公司进行技术产业化、

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调研。

调研过程中，李局与公司张源仁董事长亲切交谈，并向公司技术部门询问了

市级工程中心和高新企业申报情况，强调应在技术创新、校企合作、专利申报等

方面开展更深入的工作，进一步提高员工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比，从而为下一步

提高大红鹰生物的科技实力和盈利能力打下基础。

李局一行还参观了厂区与车间，并对厂区面貌这几年的巨变赞不绝口，希望

在张董事长带领下大红鹰生物公司有更加辉煌的明天！

（化贸秘）

宁波石化开发区部署今年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
2 月 26 日，宁波石化开发区召开安全生产标准化推进工作会议。35家复

评和 26 家初评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管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安监局通报了 2006 年以来园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创建情况及

存在的问题，宣贯了国家有关文件，明确了园区企业达标创建完成的期限，对采

用标准、申报流程和要点进行了深度解读，并对企业顺利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工

作提出了要求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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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要求，参会企业须正确认识安全生产标准化的内涵和意义，认清形势，

从实际出发，切实增强工作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扎扎实实做好这项工作。

（化贸秘）

镇洋化工公司参加安全标准化复评工作
2 月 19 日至 20 日，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安全标准化复评专家组一行 4人

赴镇洋化工公司，对危化企业二级安全标准化进行复评验收。

专家组在企业自评的基础上，据《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

标准》，认真查阅了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设备设施检维修记

录、安全教育培训台账等资料。同时对现场员工劳动防护用品穿戴情况、“三违”

现象及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情况，与相关人员进行交流。专家组充分肯定公司在

安全标准化工作取得的成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要求限期予以整改。

安全标准化是规范危化企业管理的标尺，是实现本质安全的关键所在。通过

复评验收、查漏补缺，有利于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更好推进安全生产工作。

（化贸秘）

喜看明欣化机公司巨变
明欣化机公司的前身是建于 1972 年的宁波化工机械一厂，2001 年 9月转制

更名为宁波明欣化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 1 月中旬我们再访明欣化机，

在听了公司王总的介绍，巡视了骆驼新厂区与车间后，均为公司的巨变赞叹不已。

一是瞩目的持续增长。转制时的 2001 年营业收入仅 4000 万元，2013 年达 3.6

亿元，增加近 9 倍，12 年间年均增长率达 20%以上；二是给力的科技支撑。近几

年来，公司主持和参与国家、行业标准修制订 15项，申请专利 20 项；研发完成

换热器、冷凝器、车用液化天然气瓶等 10 多项产品并投放市场，取得了良好的

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是健全的质保体系。拥有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 A1、A2、

C2、C3 级压力容器设计、制造许可证，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美

国 ASME、欧盟 PED、俄罗斯 GOST、国际 IWS 等多项国际认证，坚持“品质至上”

的经营理念，为国内外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赢得了良好口碑；四是不易

的企业荣誉。明欣化机近几年来的企业荣誉主要有：2009 年 11 月被国家科技部

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11 年 2 月获市安监局“安全生产标准化市级

企业”，2011 年 10 月获国家科技部“国家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业”，2011 年 11

月获国家工商总局“中国驰名商标”，2012 年 10 月被评为宁波市高成长企业，

2013 年获中国石化工业联合会“中国化工装备百强企业”。

明欣化机的巨变再次有力的证明：坚持改革、创新“双轮驱动”是企业发展

的必由之路。祝愿明欣化机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化贸秘）

2013 年宁波大达化学公司喜获多项荣誉
2013 年宁波大达化学公司在总经理的带领下，经“大达”人努力拼搏，喜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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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荣誉。

10月份，荣获由市科学技术局、市财政局等部门共同颁发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证书；

12月份，荣获由市经信委、市发改委等部门共同授予的“宁波市工程（技

术）中心”称号；

12月份，荣获由省质监局授予的“浙江省标准创新型企业”，该项荣誉去年

宁波仅有 5 家企业获得；

12月份，通过了由省安监局组织的省级安全标准化三年一次的复审；

（化贸秘）

BP 公司代表到瑞福特气体储运公司参观交流
3月10日下午，在宁波石化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席伟达陪同下，BP公司代表

到瑞福特气体储运公司参观、交流。

公司总经理郁国建接待了 BP 公司代表一行，并简单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情况

及相关配套设施，期间 BP 公司代表还表达了可能合作的意向。经会谈双方加深

了了解，为未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化贸秘）

宁波巨化化工公司参加
镇海物流枢纽港大宗商品保税贸易研讨会

镇海物流枢纽港大宗商品保税贸易研讨会日前在镇海举行，宁波巨化化工公司

等50余家企业参加会议。会上，镇海港埠分公司、镇海海关、宁兴仓储公司以及

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对保税贸易相关业务、金融配套措施作了介绍，与会企业进行

了相互交流和探讨。

镇海自2013年实行保税贸易以来，液化保税物流与保税贸易发展良好，全年

保税进仓46.76万吨，价值6.64亿美元，同比增加20%和7.7%，出仓47.13万吨，

价值6.73亿美元，同比增加23.2%和4.7%，涉及50多家企业的80多票贸易。

镇海区委常委、物流枢纽港管委会主任俞泉云出席并讲话，她指出，镇海物

流枢纽港依托镇海港区与宁波石化开发区，地缘优势明显，港口公、铁、水等配

套设施齐全，海关、国检、边检、海事等口岸通关单位入驻园区，实现一站式快

速通关。望更多企业家把握机遇，抢占先机来镇海投资落户，物流枢纽港管委会

将提供最便捷最优质的服务，为落户企业创造最佳的软硬件环境。

（化贸秘）

【协会工作】

市经信委召开系统协会工作暨现场经验交流会
2 月 12 日下午，市经信委协会工作暨现场经验交流会在和丰花园酒店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市经信委副主任鲁章敖、市民管局局长崔秀朋、市经信委企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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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长徐瑞君、副处长王寅宇、市各行业办主任及市经信委系统各协（商）会秘书

长共 90 余人。

会议主要内容：

一、参观、考察宁波文具行业协会、中国文具商会交易中心、中国文具创意

设计中心等；

二、王副处长通报、表彰 2013 年市经信委系统协会工作先进单位、我会荣获

三等奖；

三、一等奖获得者宁波文具行业协会副秘书长闵芳发言，介绍其先进经验；

四、徐处长总结去年系统协会工作，部署今年系统协会工作思路和主要工作；

五、鲁章敖副主任和崔秀朋局长讲话。两位领导分别介绍了 2014 年协会工作

的主要思路和重点工作，着重强调了协会要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进一步转变观

念，提升能力，更好的服务会员、服务政府。

（化贸秘）

“2013 品牌宁波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召开专家评审会
3 月 13 日下午，2013 品牌宁波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专家评审会在宁波联谊宾馆

召开。出席评审会的有：市人大原副主任、评选活动组委会主任陈豹年、东方热

线总经理章健、市经信委处长胡汉平、市质监局处长张丽、市鄞源公证处主任张

青怀及评委共 23 人，我会张秘书长以评委身份出席。会前组委会向各评委发放

入围企业家名单与简介。

评审会主要流程：

一、市人大原副主任、评选活动组委会主任陈豹年讲话；

二、主持人介绍公众投票情况，说明评审标准、评审细则；

三、各评委对入围候选人进行投票；

四、工作人员唱票、计票并计算每位候选人总得分数；

五、宣布入围的“2013 品牌宁波年度人物”与“2013 品牌宁波（行业）杰出

人物”名单；

六、公证员现场公证并宣读公证词；

（化贸秘）

“2013 品牌宁波年度人物评选”揭晓
宁波大红鹰生物公司张总榜上有名

“2013 品牌宁波年度人物评选”自去年 11月启动，经参评推荐，资格审

核、公众投票、专家评审等阶段，3月 13 日已揭晓。我会推荐的宁波大红鹰生

物工程股份公司总经理张源仁榜上有名，荣获 2013 品牌宁波（行业）杰出人物。

（化贸秘）

我会为会员企业开发新产品穿针引线
1 月 28 日，为助力会员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我会张秘书长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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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司王总来到会员企业北仑新科纺织助剂公司，就开发新产品事宜进行了面

洽、对接。经双方交流、详谈，现已就共同开发新产品事项达成合作意向。

（化贸秘）

【会员之窗】

宁波市联凯化学（乐嘉化工）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精细化学品的进出口及国内

贸易业务，产品涉及纺织、日用化学品，造纸化学品，医药、染料中间体，高分

子材料等。公司拥有完整先进的国内外化学品数据库，客户范围以华东地区为主，

辐射至华中、华北、西南、华南、东北等地。

公司目前主要有四块业务：

一是精细化学品的进口业务。公司是美国英力士（INEOS）公司乙醇胺系列

产品在中国唯一指定代理商、美国利安德（LGNDELL）公司乙二醇醚类产品在中

国的独家代理，也是法国 BP 化学公司乙二醇醚类在华东总代理、印度圣马公司

氯仿在国内的最大代理商，同时还代理美国陶氏（DOW）表面活性剂、俄罗斯

（NIZHCHEM）表面活性剂、伊朗石化公司聚乙烯、聚乙烯蜡、聚乙二醇、醇类产

品等在华业务。

二是专营国家特许监控化学品三乙醇胺产品。目前全国只有五家公司具有国

家禁化武办颁发的特许经营资格，且公司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三是国内厂家的代理业务。公司是泰州青松苯胺和 PVC 在浙江的独家代理，

同时代理国内大、中型企业的产品，与国内大、中型企业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关系。

四是出口及转口贸易。公司凭借精细化学品竞争优势在国内经营来料加工

出口及转口贸易，在不断拓展业务的同时，公司严格内部管理，加强风险防范。

公司员工 95%以上是大学本科毕业，是支高效益、高效率、年轻化、专业化、

不断进取稳健发展的紧密型团队。公司本着高效率、高信誉、急客户所急的企业

理念，以一流的服务为中国化工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启明路 818 号创新 128 园区 3 幢 23 号

邮编:315100 电话：0574-87849999 转分机

网址：www.lkchem.com 传真：0574-87858833 转分机

（化贸秘）

http://www.lkche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