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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沿

海上丝路指数

作为首个
“ 中 国 制 造
2025”示范试点
城市，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是我市构建
“3511” 产 业 体
系，着力发展八大
细分行业中的重要
一环。近一年来，
我市相继出台了
《宁波市集成电路
三年攻坚行动计
划》《宁波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快推进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等政策，谋划
了我市未来集成电
路产业的发展方
向。

25.52
亿美元

上周，宁波航运交易所(www.
nbse.net.cn)发布的海上丝绸之路指
数(简称“海上丝路指数”，www.
msri.cn） 之宁波出口集装箱运价指
数(NCFI)报收于 767.6 点，较上一
周下跌 1.9%。21条航线指数中有 7
条航线上涨，14条航线下跌。“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主要港口
中，3个港口运价上涨，15个港口
运价下跌。

运输需求增速减缓
多数航线运价下跌

上周五，我市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再传捷报，位于北仑柴桥的
芯港小镇正式启动，并与中科院
微电子所宁波微电子应用研究
院、集成电路材料与零部件联盟

（宁波）产业促进中心、中芯宁波
特种工艺及模拟芯片制造基地等
7 个项目完成签约。我市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再添强劲动力。

芯港小镇借芯起航

说起集成电路，也许不少市
民对其并不了解，但说到 CT 机、
北斗导航、手机、电视以及 AR/
VR 技术，大家都耳熟能详。其
实，这些设备、技术都是集成电路
的实际应用。集成电路是支撑经
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
先导性产业。作为全国较早发展
集成电路的城市，宁波拥有半导
体基础材料、集成电路设计、芯片
制造、封装测试等较为完整的产
业链，并培育了江丰电子、康强股
份等一批知名企业。但与其他先
进城市相比，宁波集成电路产业
仍缺少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产业
发展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去年，我市迎来集成电路产
业发展重要窗口期。国内规模最
大、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晶圆
代工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
制造有限公司落户宁波，拉开了
我市集成电路快速发展的序幕。

“此次芯港小镇的启动，是‘中芯
国际’落户宁波后的关键一步。”
北仑区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按照规划，芯港小镇将成为“中芯
国际”重要的产业承接地，助力我
市集成电路产业驶入“快车道”。

据介绍，芯港小镇规划面积
35 平方公里，集高端制造、科技
研发、文化休闲、产业观光于一
体。小镇以宁波芯空间集成电路
产业园为核心，下设宁波集成电
路制造基地、宁波集成电路材料
基地及国家科技部专项基地等特
色项目。其中，宁波集成电路制造
基地、宁波集成电路材料基地是
我市发展集成电路产业“一园三

基地”中的两个重要基地。
“目前，芯港小镇在谈各类集成

电路产业项目 20余个，已落户或意
向落户的项目总投资已超过 200亿
元。”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计划，
芯港小镇将于明年完成一期厂房建
设，并正式投用。届时，该小镇将与

“中芯国际”联动推进全市集成电路

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加速集成电
路上游的材料、零部件以及封测企
业落户，带动汽车电子、智能家电、
装备产业领域快速发展。同时，该小
镇将积极搭建企业服务平台，加强
人才引进，逐步形成我市集成电路
产业、人才的重要集聚地。

产业发展正当时

作为首个“中国制造 2025”示
范试点城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是
我市构建“3511”产业体系，着力发
展八大细分行业中的重要一环。近
一年来，我市相继出台了《宁波市
集成电路三年攻坚行动计划》《宁
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
政策，谋划了我市未来集成电路产
业的发展方向。

按照 《计划》，我市将通过
“一园三基地”建设，即以“芯空
间”为核心的宁波市集成电路产业
孵化园，以鄞州区为核心的集成电
路设计基地，以北仑区为核心的集
成电路制造与封测基地和集成电路
电子材料基地，打造国家级特色工
艺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和集成电路专
用 材 料 产 业 基 地 。 力 争 到 2019
年，全市集成电路产业实现总产值
超 300亿元，2025年超千亿元的发
展目标。

《实施意见》 则从骨干企业引
进、加速企业培育、强化协同创
新、提升专业化服务、优化产业发
展环境等五方面提出了 12 条精准
扶持意见。鼓励我市引进集成电路
大企业、大集团。与此同时，市科
技局、市委人才办等部门正抓紧研
究制定集成电路企业专利、布图设
计、IP 等知识产权保护与交易以
及集成电路产业人才引进等专项配
套支持政策。集成电路项目所在区
县 （市） 也将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
和工作机制，制定相关产业扶持政
策。

一系列政策的落地以及产业的
配套提振了集成电路企业落户的信
心。随着芯港小镇的启动，“中芯
国际”总投资超百亿元的高压模拟
机特色工艺集成电路产线项目推进
迈出重要一步。按照计划，该项目
一期将投资 55 亿元，规划建设多
条 8 英寸特种工艺生产线。5 年
内，“中芯国际”还将建设多条 12
英寸生产线，在宁波形成完整的特
种工艺芯片生产基地。而在本月
初，宁波安盾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开始装修，成为“芯空间”引进的
第七家孵化企业。

作为首批进驻芯港小镇的项
目，安集微电子项目负责人王淑敏
告诉记者，该公司选址时花了近一
年的时间。最终落户北仑的重要原
因便是当地的政策、产业基础以及
未来的发展空间。“随着芯港小镇的
启动，宁波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未来
可期。”王淑敏对未来充满
了期待。

“ ”花怒放——
集成电路产业北仑“集结”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通讯员 舒纪袍

日前，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
今年前 7 个月，全市新批 （备案）
外 商 投 资 项 目 284 个 ， 总 投 资
37.45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 25.61
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 25.52 亿美
元，项目数同比增长 14.5%，但总
投资、合同外资和实际外资均有不
同程度的下降，实际使用外资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进度的 63.8%，比目
标进度提高 5.5 个百分点，比全省
进度减少5.6个百分点。

翻看这份外资数据可以看到，
尽管前 7个月，我市实际利用外资
额有所下降，其中制造业已连续 6
个月出现下降，但从产业方向上
看，引资结构渐趋优化。新能源、
高技术产业成为我市引资的重点。
随着对我市项目投资回报信心的增
强，跨国公司尤其是世界 500强企
业投资势头强劲。目前，全市新批
境外世界 500 强投资项目 2 个，先
有法国 ENGIE 集团入股镇海联盛
新能源集团，再有林德集团联合中
石化打造的林德气体项目完成注册
并正式启动。两大世界 500强绿色
能源巨头相继入驻，表明我市正以
大项目为龙头，带动新产业、新动
能齐头并进。

与此同时，商业地产项目大幅
度减资。1 至 7 月份，全市外商投
资项目合同外资减资 8.43 亿美元，
占合同外资总数的 34.5%，减资企
业主要集中在商业地产，共有 8家
商业地产减资 5.4 亿美元，占到全
市减资额的64%。其中，鄞州兴茂
地产、江北立成置业和凯德置业分
别减资 1.5 亿美元、1.3 亿美元和
7820万美元。

从国际看，业界对今年世界经
济增长的预期好于去年，跨国企业
发展重点从内部整合转为外部扩
张，并购成为宁波吸引外资的增长
极。今年前 7个月，全市新批并购
投资项目 19 个，总投资 2.23 亿美
元，合同利用外资1.56亿美元，总
投资和合同利用外资分别同比增长
44.8%和 12.2%，并购投资稳步推
进。并购项目主要集中在第三产
业，总投资和合同外资占比分别达
66.4%和 64.1%。并购投资主要来
自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总额下降 结构优化

今年我市实际使用
外资25.52亿美元

本报记者 殷 聪
北仑记者站 金旭孟

陈盛竹

在未来，柴桥将充分发挥自
身的历史文化特色，结合时下创
新创业的风潮，打造成人文气息
浓厚的创新栖息地、生活创新剧
场以及创新创业者的精神家园。
融合产业理想、科技探索与人文
关怀，让多种创新主体和服务资
源有机汇聚、协作，相互启发。

芯港小镇规划布局主要由三
部分组成：高端制造生产区、研
发服务生活区和老街生态休闲
区。期望通过产业升级与社区提
升，由以加工制造为基础的生态
体系逐渐过渡成为以创新创业为
基础的生态体系。

高端制造生产区：位于临港
一路西侧，大规模引入以中芯国
际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企业，带动
上下游产业共同发展，完善产业
链条。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引入与
甬东主导产业相关的科研院所，

并对这些机构予以土地和资金支
持，通过资源共享，将企业生
产、教育培训、科研创新等紧密
结合，实现自主创造。

研发服务生活区：位于临港
一路东侧的芦江水系核心，包含
了科研管理、服务机构和国际社
区等功能，为企业提供智力、咨
询以及技术上的综合服务，并通
过人口升级置换转变为以创新创
业者为主体的人口结构，将此处
打造成任何科技创新、文化创意
都能够生根发芽、蓬勃发展的创
新栖息地和精神家园。

老街生态休闲区：主要指芦
江河以东的柴桥老街一带，充分
利用历史建筑、现状山体、林荫
道、湖水等景观资源，开展不同
景观体验的旅游活动，结合山水
景观及主要功能区，为居民日常
运动健身提供场所。 （殷聪）

新 闻 链 接

北仑柴桥：

在一座历史的城镇
创造一个行业的历史

资料图

芯 港 小
镇效果图

中 国
（宁 波） 芯
港小镇签约
现场。

（殷聪 摄）

实际使用外资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进度的
63.8%

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