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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沿

园区秀

本报记者 包凌雁
北仑记者站 金旭孟

国家科技进步先进区“三连
冠”、全国首个引进国外智力示范
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及其占比连
续７年居全市首位……创新已然成
为北仑加速发展的“最强大脑”。
笔者从北仑区有关部门获悉，今年
以来，一批国家级创新要素频频伸
来橄榄枝，北仑正奋力迈出创新

“国字号”新征程。
在北仑，规划 1000 亩土地的

“上市企业产业园”正在申报审核
中，这是北仑区聚焦国家战略抓创
新，与国家脉搏一起跳动的一次新
尝试。“在这里，我们将助推区内
20 多家后备企业加快上市，力争
全区上市公司家数五年翻一番，
2021 年超过 24 家。”北仑区发改
部门表示，发挥外专方面工作优
势，全力引进囊括 10 多个国家外
专办事处、400 多个外专国际组织
的“国际外专服务联盟”，整合全
球资源，服务国家发展，使北仑真
正站到“一带一路”战略的最前
沿。

没有一批国家级的好项目，不
可能支撑起“国字号”创新发展。
总投资规模 180亿元的中芯集团落
户北仑，汇集芯片制造、研发商
务、电子新材料三大领域的芯片产
业给北仑注入了“强心针”。“我们
正在举全区之力，确保中芯集团北
仑基地年内正式开工。”北仑招商
局负责人表示，围绕中芯国际，未
来还有一系列产业链上下游项目落
户北仑。

紧紧依靠保税港区、产业集聚
区和海洋生态科技城等国家级创新
平台，与国家级大院大校大所紧密
合作，为北仑的“十三五”起跳积
蓄力量。最近北仑与中国科学院大

学开展战略合作，携手打造环保技
术联盟、环保国际产业园、双创学
院、环保小镇、“中国制造 2025”
产业研究院“五个一”创新系列项
目，其中环保小镇将引进日本循环
经济最新理念，注重生产生活生态
一体、宜居宜业宜游并重，打造具
有国际标杆意义的生态小镇示范样
板。

“北仑拥有五顶国家级‘帽

子’，各类功能政策叠加，是名副
其实的国家政策高地。”北仑发改
局表示，积极挖掘这一“金矿”，
大力引进PE、VC等创新机构，加
快资本与项目在北仑集结，特别是
参与宁波国家保险综合创新试验区
建设，着力引进特华等保险资本运
营公司，规划设立保险创新研究
院、建设保险创新产业园。

作为科创“龙头”，宁波国际

海洋生态城正发挥强大的磁场效
应，吸引创新企业、高校、科研机
构等高端创新要素集聚。目前，宁
波大学海洋学院、海运学院正加快
建设，河海大学已与北仑方面签订
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宁波海洋研究
院下半年可实现上岛办公，随着各
类创业创新平台和创新要素的集
聚，梅山将成为海洋科技创新的高
地。

不断完善创新生态体系，提
高北仑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北仑
区科技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该区已有 300 多家企业成立工程
技 术 中 心 ， 14 家 企 业 建 立 研 究
院，拥有省市级企业院士工作站
7 家 ， 初 步 形 成 了 以 企 业 为 主
体，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依托
的科技创新体系。

国家科技进步先进区“三连冠”、全国首个引进国外智力示范区

北仑：拥抱“国字号”释放创新力量

本报记者 包凌雁
通讯员 刘 健

今年前两个月，北仑区高新技
术成果转化水平实现新突破，新产
品产值达到128.7亿元，新产品产值
率达到30%，较去年年底提高2.2个

百分点；全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 251.25 亿 元 ，占 规 上 工 业 产 值
58.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及其占比
连续7年居全市首位。

俗话说，创新难，创新转换更
难。那么北仑区又是如何使两者成
功切换？

技改的主角永远是企业

北仑模具享誉全国，在激烈的
竞争环境中，北仑模具主动创新，
在技术研发、质量管理等方面狠下
功夫，改变以往模具产业“笨、
粗、黑”的形象，转走“高、精、
尖”的转型升级之路。目前北仑大
碶高档模具园区已有近 50 家模具
企业入驻，其压铸模具设计制造水
平、生产能力和制造企业密集程度
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发挥企业的自主创新主体作
用，是补短板的重要一环。强化专
业化企业创新平台，加快专利技术
成果转化。截至目前全区共创建国
家级企业工程技术中心 2家，省市
级企业研究院 20 家、企业工程技
术中心 128家，基本覆盖全区优势
特色产业。“企业加快推进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研发和转化
工作，打造企业技术成果转化‘最
强大脑’。”北仑科技局负责人介
绍 ， 依 托 这 些 平 台 ， 2016 年 至
今，全区企业共实施市级以上科技
项目 100多个，获得授权专利 3251
件，专利技术转化率超过90%。

2016 年，北仑区引进技术成
果成交额达到5.91亿元，其中以企
业为主体的技术成交额占九成以
上；企业在巧借“外脑”吸纳先进
技术的同时，充分发挥技术“溢出
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创新提
升。2016年全区输出技术金额1.77
亿元，主要流向杭州、温州以及上
海、江苏等地。

这其中，通畅的科技大市场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功破解成
果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难题。北仑
区充分运用“互联网+”完善科技
大市场服务体系，并以此为依托，
针对交易过程复杂、交易双方信息
不对称等问题，完善技术转移、咨
询评估、询价对接等“一站式”服
务，推进技术供需双方就成果应用
深入交流。

“完善技术交易市场的体系化
建设，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高
端化、专业化和国际化，进而全面
促进技术交易、要素流动、区域发
展和产业升级。”北仑区科技局负
责人表示。

搭建更高层次创新载体

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这
是所有新产品研发过程中会遇到的
问题，也是不少企业迟迟不愿意投
入的原因。为了降低企业的风险，
北仑区充分发挥政府资源整合优
势，聚焦区域重点产业，由政府牵
头联合高校院所和企业协同参与中
试平台建设，为加快新技术、新产
品实现产业化提供保障。

去年 10 月，北仑区联合中科
院宁波城市环境观测研究站、沈阳
新松机器人签订“共建智能化环境
功能材料量产中试平台”三方协
议，重点围绕机动车尾气净化、固
定源烟气治理、室内空气净化等领
域开展技术研发，并实现小批量材
料样品的生产能力，为打通科技成
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提供样本。目前
该平台已与申洲公司、吉利汽车、
德业集团、宁波华鳌净化科技等 4
家企业开展了合作, 并申请专利
12项。

在北仑，紧贴全区产业创新发
展需求，联合国内外大院大所共建
区域高端研究平台、技术转移中心
等已经蔚然成风。其背后，则是快
速推进高校院所科研成果向地方工
业转化延伸。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
研究所宁波新材料创制中心、意大
利综合技术研发中心(CSMT)中国
中心、河海大学梅山研究生院、宁
波大学海洋学院纷纷而来，在北仑
集聚。截至目前，全区共联合高校
院所打造各类区域创新载体、技术
转移转化机构等 14 家。依托这些
平台，2016 年至今，北仑区共引
进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45 个，涉及
模具、汽配、新材料、智能装备等

区内特色优势产业。

全程“保姆式”服务

以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为出
发点，率先启动“区域全面创新体
制机制”改革重点项目，实施区域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企业创新能力
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新创
业载体建设“四大行动”。

北仑区制定出台众创空间、科
技金融、科技创新券等一系列创新
政策，将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作
为享受技术创新项目经费补助的必
要条件，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成果研
发和转化力度。2016 年全区共有
330 多家企业享受了高新技术企
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
惠政策，合计减免所得税 6.5 亿
元，同比增长15%，居全市首位。

“政策—服务—配套—组织”
四位一体支撑体系，并结合企业发
展阶段和发展特质提供“专案化”
服务，强化引进集聚海外专家。北
仑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引进国外
智力示范区”。6000 多人的外国专
家团队，遍布智能装备、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等各个行业。过去六
年，海外专家累计为企业研发和设
计新产品 410项，申请专利及专利
授 权 236 项 ， 解 决 技 术 难 题 590
个，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84 项，帮
助企业直接新增产值34亿元。

优化金融环境，实现科技与金
融“无缝”对接。围绕解决科技型企
业融资难题，1000 万元的科技风险
池吸纳 800 多家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入库备案。积极为科技型中小企
业拓展资本市场提供咨询、指导、
协调、政策兑现等“保姆式”服务，
培育形成层次分明的科技型企业
上市梯队。目前全区共有 8 家高新
技术企业在主板上市（其中香港主
板 2 家），7 家科技型企业挂牌新三
板，另有 69 家科技型初创企业成
功挂牌宁波市区域性股权交易中
心。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任督二脉”
北仑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连续7年居全市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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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谢挺 贺峰

近日，在大碶高档模具及汽
配产业基地，申洲高档面料经编
织加工项目开始进场施工，桩基
等基础工程稳步推进。一季度，
北仑区重大项目完成总投资 31
亿元，累计开工项目 4个，建成
项目 1 个，拟投资涉及节能改
造、减排增效等领域，重大项目
继续加快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原先在申洲，经编织及配套
加工产能和产品无法满足订单需
求。该项目建成后将为申洲成衣
订单产品款式变化和新产品开发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据悉，该项
目位于 329国道以南、富春江路
以西，占地62.7亩，新建生产厂
房及辅助用房约 5.2 万平方米，
可年产 2 亿米可织经编高档面
料。

紧抓大项目、好项目是增强
发展动力的必由之路。北仑区上
下一心，发扬定力、果断、担当
的精神，紧盯投资结构优化，不
断加大高新技术产业、重大基础
设施、生态环保等项目投资比
重，产业“成色”不断加厚。

在小港装备产业园，海尔施
药品制剂生产项目正如火如荼建
设中。目前，施工现场已完成综
合车间桩基 45 枚，综合制剂车
间桩基 398 枚。该项目建成后，
预 计 三 年 内 可 实 现 产 值 10 亿
元，预期利税 1亿元以上，有力
推动全市生命健康产业战略发
展。今年，北仑新兴产业发展将
全面铺开，小港装备产业园将崛
起敏实集团工业机器人智能装配
产业园，霞浦国际物流园区将兴
建九州通医药健康产业园等项
目。

配 套 工 程 上 演 “ 速 度 赛
跑”。重大项目推进需要配套要
素的全方位保障。柴桥临港产业
园布局了不少临港工业龙头企
业，今后有望成为推动北仑区产
业升级的重要动力。前不久，产
业园横二路道路工程开始进场，
有望于年底基本完成。一季度，
在续建项目中，宁波—舟山港梅
山保税港区新增泊位、110 千伏
春二输变电工程、宁波穿山港铁
路支线等项目继续稳步推进。

重大项目锻炼“铁军”队
伍。走进新华昌迁建项目，企业
正在作最后的设备调试，今年 5
月 18日可试生产。“作为生产集
装箱企业，周边进出道路的平整
至关重要。”企业总经理助理张
卓慧说。为推动重大项目建设，
解决项目要素配套需求，区发改
局全力推动配套方案尽早落实，
组织召开协调会，各单位对电力
线路走向、跨越道路、管线及政
策处理等问题进行研讨落实，推
动尽早实施。

“一季度，重大项目继续发
挥着重要作用，一批新建、续建
项目在今年有望补上发展短板，
凸显产业优势。”北仑区发改局
主要负责人说。

北仑重大项目
“成色”十足

31

海天集团机器换人提高生产效率。 （刘波 摄）

一季度，北仑区重大
项目建设完成总投
资31亿元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