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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需要特别关注
重点实验室最高可获 3000 万元补助
《实施意见》 共 46 条，其中有 14 条为亮点政策，具体
条款如下：
1. 对列入重点建设计划的甬江实验室、创新中心，按
“一事一议”方式给予建设支持。建立稳定的支持机制，根
据绩效每年给予最高 2000 万元的经费。优先支持重点实验
室、创新中心以及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科研基础设施，给
予最高 3000 万元的资金补助。支持企业建设省级以上重点
实验室，按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政策给予补助。
2. 对列入重点支持的产业技术研究院，以“一事一
议”方式给予建设支持。建立稳定的运营支持机制，在五
年内，按照其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等绩效每年给予最高
2000 万元的支持。
3. 对引进的符合有研发、成果转化项目、有人才团队
等要求的顶尖人才，给予最高 1 亿元资助，安家补助最高
800 万元，特别重大的按照“一事一议”给予支持。允许顶
尖人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自行选择研究方向、研究课
题、招聘团队、绩效分配以及调剂预算。
4. 编制重点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开展重点自主创新产
品工程化试验，纳入“科技创新 2025”重大专项予以支
持。对列入目录的自列入之日起二年内视同已具备相应工
程或销售业绩，符合相应条件的，允许政府采购实施单位
和国有投资项目建设单位按单一来源方式进行采购。
5. 谋划布局离岸科技创新园, 积极争取国家新经济市
场准入、海外人才流动、国际技术转移、新闻与文化监管
等体制机制改革试点，赋予离岸科技创新园特别的体制机
制。
6. 探索建立跨区域招商收益共享机制，对受益方、项
目输出方协商分成比例，可按不低于 20%的比例由受益方
向项目输出方给予补偿。
7. 试点开展上海、南京、合肥等“科技飞地”合作，
布局建设市外宁波研发园，按照运营绩效给予每年最高 500
万元奖励。对经备案的海外科技孵化器或者孵化团队，五
年内按绩效给予每年最高 200 万元基本稳定支持，对于运
行绩效特别好的，再给予一定的奖励。对海外研发投入纳
入本市年度研发投入统计的研发机构，根据运行绩效可按
实际投资不超过 10%、最高 500 万元支持。
8. 针对科技计划实行节点管理，减少评估、审计、财
务检查等活动。对于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实施周期三年
以下的项目，以承担单位管理为主。
9. 编制宁波市科研机构、项目、人才评价实施导则。
推动科研机构建立以职责定位、创新效益为导向的分类评
价体系。建立重结果、重绩效的评价体系，区别对待因科
研不确定性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和学术不端导致的项目失
败。建立严重失信行为记录信息系统，逐步推行科技“阳
光监管”制度。
10. 探索赋予科研人员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对于由市
财政资金形成的职务成果，可按成果发明人 （团队） 占成
果所有权 70%以上进行分割。推进外国专家证和外国人就
业证“两证合一”试点，争取 《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 审
批权限，签发外国人才签证 （R 字签证）。
11. 对于非事业单位承担市级人才项目，工资费用支出
比例可达总额的 60%，允许列支间接费用。允许甬江科创
大走廊的创新主体可将间接费用提取比例再分别提高 10 个
百分点。对于人工智能等智力密集型项目，经备案后允许
间接费用按总经费的 50%提取列支。
12. 支持大院大所试行一院两制，试行科研机构分类登
记制度，对于符合登记条件和改革方向的公益性机构，可
登记为事业单位或民办非企业法人，享受相关政策。
13. 布局建设集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创业孵化等功能
于一体的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对列入市级重点创建名单
的，给予不低于 2000 万元的支持；列入省级的，参照省资
助方式给予支持。
14. 强化科技招商项目的研发投入导向，对于引进的重
大产业投资项目，区县 （市） 须将是否设立研发机构作为
招商项目政策扶持的重要条件，且在兑现招商政策时，项
目承担单位应安排一定比例的招商扶持政策兑现资金，用
于研发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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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区出台“黄金八条”
新落户高端研发机构
5 年内最高给予
“三个 5000 万”
资助
作为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主体，高新区也
出台了若干政策，因含金量十足，被称为“黄金
八条”
。
“三个 1000 万”支持高层次人才创业
支持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在区内创办科技企
业，最高给予“三个 1000 万”支持 （对落户的
人才项目最高给予 1000 万元资助，3 年内每年最
高给予 1000 万元银行贷款全额贴息补助，对 3 年
内 贡 献 较 大 的 人 才 企 业 最 高 给 予 1000 万 元 奖
励）。高层次人才创办的企业同时享受最高 2000
平方米办公(生产)用房租金补贴。对特别优秀的
创新创业团队最高给予 1 亿元的创业创新经费资
助。
“三个 5000 万”支持高端研发机构引进
对新落户的高端研发机构，5 年内最高给予
“三个 5000 万”的资助 （最高给予 5000 万元运营
经费资助、5000 万元设备资助、5000 万元购房资
助）。对特别重大的采取“一事一议”方式予以
支持。
此外，还有设立区级重大科技专项并实施项
目管理改革；大力支持科技成果引进；对引进转
化的科技成果，给予受让方或者委托方最高
15%、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的补助；全面推动国
际科技合作、支持科技型初创企业发展；支持重
大自主创新产品首购首用；设立 50 亿元科技成果
转化引导基金等 6 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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