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之计在于春。

走进四月的宁波南部滨海新区，一片勃勃生机，开发建设的涌动气息扑面而来：工地上，运输车辆往来穿梭，

大型机械联合作业，奋力加快厂房建设；厂房里，工人们紧张有序地忙碌着，抓紧时间把一台台设备安装到位；管

委会大楼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商务洽谈、规划论证等希望的种子正在孕育萌芽……

今年，作为宁波的“南大门”、宁波都市圈辐射台州的“桥头堡”、环杭州湾产业带和温台沿海产业带相连接的重要节点，宁波南部新区将全

力落实工业产值“一年上百亿、三年翻一番、五年翻两番”目标要求，坚持创新引领，实施规划争一流、平台提能级、交通促互通、建设拼速

度、招商求突破、产业强集聚六大举措，充分发挥作为市级开发大平台的功能优势和强大动能，凝神聚力建设都市新门户、打造南翼新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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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区域发展为了集聚人气，
吸引人才为持续发展提供动
力。南部滨海新区坚持引资、
引智、引才相结合。截至目
前，仅新能源汽车产业一块，
就已经引进销售、研发、管理
等中高级人才 500 余名。在知
豆研发中心，团队中有高级工
程师118人，工程师172人；国
内专家顾问28人，外籍专家14
人，其中日本专家 4 名，意大
利专家 10名；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占比90%以上。“我们计划今
年 招 收 大 学 生 300 名 ， 各 类
中 、 高 级 技 工 、 工 程 师 300
名，目前已开始第二轮全国高
校校招活动。”宁海知豆电动汽
车有限公司招聘部负责人表示。

去年７月份毕业的蒋博士
通过面试成为宁海知豆的一名
技术人员。谈起这几个月在宁
波南部滨海新区工作生活的感
受，他开心地说，这边的生态
环境好，工作待遇也不错，而
且所选的岗位专业对口，实验
室的设备也非常先进，能够发
挥自己的一技之长，觉得蛮舒
心的，要向同学朋友多推荐宁
波南部滨海新区。

随着开发建设的推进，创
新团队和项目不断涌入。新区
金港创业基地由中小散企业聚
集区逐渐蜕变成战略性新兴产
业孵化区，集中了一批宁波市

“3315”人才创业项目。新区共
有金港创业基地一期、二期、
三期，众创空间等 4 个创业创
新基地。眼下，金港三期和众
创空间正在建设，总面积 18万
平方米，其中众创空间7.5万平
方米。

“高端产业的发展，迫切需
要高端人才的支撑。”近年来，
新区创新引培方式，加快人才
集聚，加大人才引进、技术研
发、品牌建设和上市融资等奖
励扶持力度。一方面，实行招

商引资与招才引智一手抓，与
知名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人才
合作机制，通过牵头举办专题
人才招聘会，参加省内外高端
人才峰会，与上海、南京知名
猎头机构合作，重点引进高端
人才；另一方面，放大宁海知
豆等重点企业的人才辐射带动
效应，大力实施以企聚才，同
时定期开展人才交流、业务提
升服务，指导企业申报对接重
点人才项目。

为解决人才和企业团队的
后顾之忧，新区创新“人才+
基金”“项目+基金”的培育模
式。产业基金的设立运行，成
为新区引导企业创业创新的

“秘籍”。首期规模为 8 亿元的
新能源产业基金，吸引了索菱
科技、德洋电机等多个涉及电
机、电池、整车、汽车零部
件等配套产业项目落地，形
成了特色产业集聚。这一改
变也带来原先入驻企业的转
型，年产 23 万吨新型不锈钢
精密材料的奇亿金属项目在
投产后瞄准了小镇建设带来
的无穷商机，迅速完成产品
的转变，将主业集中于汽车
材料制造与应用上。本地知名
的汽车模具上市企业双林集
团，原本专注于传统汽车模具
的生产，在精准招商和特色产
业集聚的磁力效应下，双林
DSI 变速器、新能源汽车模具
等项目抢滩智能汽车小镇。

随着宁波都市圈建设的不
断深入，以其优越的资源禀赋
和区位优势，宁波南部滨海新
区正由一片沧海桑田变成一番
投资热土，战略地位日益凸
显。宁波南部滨海新区将坚定
目标、砥砺前行，力争建设成
为宁波南部新中心、湾区经济
先行区、创新发展示范区，全
力助推我市建设国际港口名
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

人才集聚人才集聚人才集聚人才集聚

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搭建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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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浙江省通用机场
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省
将建成 80 个通用机场，宁海通
用机场是浙江省规划建设的 7
个一类通用机场之一，也是宁
波 地 区 首 个 获 批 的 通 用 机 场 。
去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关 于 促 进 通 用 航 空 业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 到 2020 年 全 国 将
建成 500 个以上通用机场，通
用 航 空业经济规模超过 1 万亿
元。

作为我市首个一类机场，宁
海通用机场项目进展顺利，争取
2018年完成机场项目建设并投入
运行。据悉，项目计划总投资
6.5亿元，用地规模约600亩，一

期跑道规模 800×30 米，远期拓
展预留2400×45米，现已成功入
选省“十三五”重大交通设施项
目和2017年省重点工程项目。目
前，项目已完成可研、飞行程序
设计、水保、稳评、能评、环评
等前期报告编制，正积极对接相
关单位加快审批进度；同时，机
场试验段地基处理工程已进场施
工。投资约 2.5 亿元的通航大道
项目，将有效贯通宁波南部滨海
新区与宁海通用机场，目前通航
大道已完成招投标工作，下步将
正常施工，预计两年后完工，投
入使用。

围绕机场规划的宁海滨海航
空小镇，位于宁波南部滨海新区

下洋涂区域，紧邻沿海高速复线
互通口，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整
个小镇规划范围 3.54 平方公里，
核心建设范围 1.18平方公里，结
合产业发展将扩展至 6 平方公
里。目前，《宁海通用航空产业
发展规划》《宁海滨海航空小镇
概念性规划及重点区块城市设
计》 编制工作正在进行中，计划
年内完成。

宁波南部滨海新区有关负责
人表示，在建镇理念上，紧紧围
绕“通航+”，以通航飞行运营服
务和航空主题旅游为双核驱动，
以休闲运动、科普博览、应急救
援为特色，以体育赛事和航空体
验为抓手，布局旅游、运营、服

务、智造四大功能板块，打造
“一区两基地”：国家通用航空综
合示范区、国家航空体育产业示
范基地、国家航空应急救援应用
示范基地。

利用特色小镇平台，践行产
城融合理念。这是南部滨海新区
开发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去年
年初，宁海智能汽车小镇入选省
级特色小镇第二批创建名单，并
在去年 5 月成功入围省级十大示
范特色小镇创建单位。一年来，
新区积极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坚
持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四
位一体”和生产、生态、生活

“三生融合”的创建理念，全力
推进宁海智能汽车小镇创建工
作。统计数据显示，过去一年，
智能汽车小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0 亿元，累计已达 46 亿元，入
驻企业82家，实现规上工业产值
8.6 亿元，服务业产值 22 亿元。
与此同时，小镇三纵两横主干道
已建成、小镇展示馆投入使用，
知豆电动汽车、奇亿金属、特色
商业街等重点项目扎实推进。知
豆电动汽车公司成功获得纯电动
汽车独立生产资质，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基本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集聚日益凸显。一个集新能源汽
车整车制造、研发、体验、文
化、旅游为一体的特色小镇正加
快形成。

未来几年，新区将大力发展
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通用航
空、新材料和现代模具五大产
业，加快产业集聚，发挥特色小
镇建设优势，新增建设生命健康
小镇和新材料小镇等重要平台，
力争成为长三角地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重要增长极。

通用航空通用航空通用航空通用航空 分得万亿产业一杯羹

““一年上百亿一年上百亿、、三年翻一番三年翻一番、、五年翻两番五年翻两番””

当 4G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
活的必需品时，5G 网络开始崭
露头角。而在宁波南部滨海新
区，这样的技术已经为智慧城市
建设和智能智造提供多样化的信
息服务。去年年底，新区启动总
投资 5000 万元的智慧城市项目，
目前已完成投资2000万元，一期
将于今年8月全部完成。

据宁海智能汽车小镇信息化
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项目的建
设内容主要包括：1、园区 LTE
专用网络，解决了移动办公和智
能制造的管道问题，为宁海智能
汽车小镇未来物联网的大规模应
用推广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同时
该网络的建成可减少大量地面线
缆布放，美化了环境；2、建设

了免费 WIFI 网络和便民信息服
务设施，同时还将建设全景导
览、景点详情、旅游信息服务等
智慧旅游相关设施，为小镇居民
和外来旅游人士提供良好的信息
便民服务；3、建设了智慧管理
平台，接入了气象、水利、海洋
渔业、环保、交通、视频监控等
信息，能高效实现应急指挥调度
功能，同时接入了园区其他各项
智能化应用，提高了小镇管理效
率；4、建设了环境综合治理平
台和城市三维建模平台，为小镇
的综合执法管理、违建管理、河
道与污水全天候监测、安防监
控、交通管理、地下管网监测等
工作提供了高效的智慧化管理监
测手段；真正达到智慧城管和智

慧交通的目标；5、建设了能耗
监 测 系 统 ， 实 现 了 小 镇 的 电 、
水、气等各项能耗的监测和安全
监测与预警，达到了合理使用能
源与资源的目的，体现了绿色环
保的理念。

该负责人表示，通过宁海智
能汽车小镇的信息化建设，最终
将达到人文居住的智能化，社会
治理和小镇管理的智能化及工业
制造的智能化。

用一种更为形象生动的说
法，就是“让所有的物件都有生
命。”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向
我们描绘了新区智慧城市未来模
样的缩影：“每一颗古树、每一
幢建筑，我们都装了二维码，然
后再给它们建档，大家拍摄它的

照片，点赞数最高的可以作为封
面。既可以科普又可以让人感受
到人情味。你想去一家企业，扫
了二维码就可以看到企业信息，
然后导航前往，而且只要开启导
航，企业就能接到信息，知道你
正在前往。”

智慧城市的建设，不仅是先
进的生活体验，更是巨大的产业
机会。5月份，浙江省最大的VR
体验中心将在新区落成。项目投
资2000万元，建设内容包括飞机
飞行器、汽车驾驶模拟器等。除
了旅游体验之外，这里还可以做
VR 教室，实现生动的体验式教
育，增强即视感和现场感。“但前
面这些只是个引子，我们要开展
VR 的实景拍摄和 VR 的共享，等
游客量大了，让他们把自己的VR
设备都聚集到我们这里来共享使
用，再给他们提相应的使用意见，
这样可以形成一个文化产业。”新
区管委会上述负责人说。

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智慧城市 让新区万物互联、信息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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