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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沿

园区秀

本报记者 包凌雁
镇海记者站 赵会营
通讯员 周 鹏

30年的厚积薄发

中官路与中关村，在发音上
就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官路是

“高中状元”的含义，镇海的秀
才、举人沿着中官路走向全国。

“我们玩的不是文字游戏，更不
是蹭‘热点’，而是真正的目标
定位。”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
管委会负责人说。

中官路创业创新大街的诞
生，是一个自然集聚的过程。30
年前，宁波大学在这片土地上孕
育而生；13 年前，中科院宁波
材料所落地，集聚大批高素质人
才。高校、人才、平台、科研机
构和企业要素在这里落地生根开
花。中官路“双创”大街的诞
生，就是对这些资源要素进行一
次全新的梳理和整合，给予全新
的规划，引入更加高端和具有影
响力的元素。

“中官路创业创新大街，是
镇海推进‘中国制造 2025’建
设的主要平台，是镇海经济转型
升级的重要抓手，也是镇海建设
港口强区、打造品质之城的重要
战略举措。”镇海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大街规划面积 26 平方公
里，是宁波科教研发资源的密集
区，也是宁波创新资源的密集
区，更是宁波人才储备的密集
区。

去年5月10日，镇海区创业
创新暨创客人才大会上第一次向
外界传递了“北有中关村，南有
中官路”的行动呐喊。多年来，
从概念提出、规划编制、项目实
施到写进宁波市党代会报告，确
立为高端创新资源集聚的高科技
地标，中官路创业创新大街脚踏
实地，越走越勇。

没有围墙的创业园

2015 年，洛可可创新设计
集团旗下的开放式互联网众创平
台“洛客”在此落户。平台上线
以来，已集聚线上设计师 1016
人，设计企业 178家，在线总设
计任务179个，上线74天便实现
收入800余万元。

从市国家大学科技园主办的
2015“奇思甬动”中国创客大赛
脱颖而出的微鹅科技团队，经过
两年努力，已将无线充电概念从
设想变为现实。现在，微鹅科技
已与我市 70 余家品牌餐饮店合
作，将无线充电产品试点推广。
上海、杭州等地的 50 余家餐饮
商也成了“鹅粉”。

走进宁波木马工业设计有限
公司，公司展示的产品从财富
500 强的肯德基、必胜客等到国
内知名的中兴通讯、海信电器、
盛大网络，不禁让人对这个年轻
团队刮目相看。木马设计创始人
丁伟第一次来到镇海，就被这里
全新的创业生态链所吸引。在落
户的几年中，宁波的制造业企业
同样给木马带来新的合作伙伴。

在这座没有围墙的科技园，
已经吸引了 10 多个创业创新平
台、100 多名“国千”“省千”
高层次人才、1000 多家像木马
设计那样的创新类企业，10000
余名创业创新人才。

在这里，宁波新材料初创产
业园区已集聚晨鑫维克、晶钻科
技等新材料高科技项目 22 个。
清华校友创业创新基地累计注册
校友企业 50 家，累计引进美国
弗吉尼亚理工、清华大学清车电
气等高层次人才项目 15 个。西
电宁波产业园累计引进井亿家、
行泰环保等 120 余家电子信息、
智能制造领域科技型企业。

同时，深化校企合作，以“三
校一所”人才科技资源，协同推进

“园区-校区-街区”三区融合发
展。共同建设全国科技兴海技术转
移中心宁波分中心等校地科技成果
转化平台，引进了国际知名质谱专
家、美国西太平洋实验科学家团
队。在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等
高校建立了 4200 平方米的创业苗
圃，实现了园校共建共享创业导师
的机制。

南北合作开花

作为清华产业的骨干力量，中
关村的运营单位之一，中国首个千
亿级科技服务企业，启迪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在科技园区规划建设和运
营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17 年，启迪“南下”中官路双
创大街，无疑给这片土地带来了集
群式创新。“借鉴中关村改造的经

验，我们将在这里出形象、调产
业、拓空间。”启迪控股负责人表
示。

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创新政企
合作新模式。启迪控股是北京清华
科技园开发、建设、运营与管理单
位，旗下控参股企业 200余家，是我
国首个千亿级科技服务企业。

根据双方战略合作协议，启迪
控股将充分发挥创新、科技、人才
等资源优势，积极引进环保、大健
康、数字经济等前沿产业，培育新
兴产业生态体系，打造培育优势产
业集群。双方将共同推进中官路创
业创新大街的改造更新和产业协同
发展，将中官路打造成宁波市创新
创业的主阵地。同时，合力提升区
域内金融服务能力和产业创新能
力，整合产业龙头企业并促进其转
型及创新，服务宁波全市的产业转
型升级。

中官路双创大街缘何异军突起？

本报记者 徐展新

近日，由宁波暇客物联科技有
限公司开发的全国首个智能垃圾精
确分类平台的试点工作已初步完
成。2017年 5月至 2017年 8月，试
点社区90%的家庭用户参与到垃圾
精确分类，60%的家庭每周使用频
次超过 5 次。据统计，试点期间，
该小区垃圾的分类率和有效利用率
均超过80%。

据宁波暇客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沈丰平介绍，试点期间，该
平台在居民端设置了基于物联网技
术的“变废为宝亭”和智能垃圾
箱，前者可以引导市民分类投放垃
圾，并根据回购商的设置给予一定
的奖励；后者带有智能传感装置，
可以实施监控市民垃圾投放的行
为。

据悉，所有智能垃圾箱均通过
LORA 技术的窄带网络进行连接，
解决了传统无线网覆盖面窄、地下
室信号差等问题，基本实现社区覆
盖无死角，同时确保垃圾箱实时在
线，能随时了解每个垃圾箱的投递
状态和清运情况。

据悉，顺利完成试点后，该平
台将陆续进入北京、深圳、宁波等
地。与此同时，经营团队已与市垃
圾分类办进行沟通并达成意见一
致，将进一步改进技术、完善平台
的运行体系，携手打造垃圾分类的

“宁波模式”。

甬企研发
首个智能垃圾
精确分类平台
试点期间垃圾分类率
和有效利用率超过80%

通讯员 朱芳芳

上月，第二届加拿大服装纺织
品采购展 （简称“ATSC”） 在多
伦多国际展览中心隆重开幕。市贸
促会组织 8 家宁波企业赴加参展。
本届展会较去年的买家数量有大幅
增加，买家质量也有明显提升。第
一次参展的我市企业均收到了客人
的打样需求。

ATSC 是加拿大境内目前唯一
的专业化纺织服装类国际性采购
展，由中国、美国、加拿大资深会
展专业人士组成的国际团队负责项
目运营，拥有北美地区权威的大量
专业采购商数据资源，与加拿大境
内众多专业化商贸营销机构保持密
切合作关系，确保参展商与当地具
有实际采购需求的采购商进行贸易
洽谈。本届展会共有来自中国、孟
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美国、
英国、尼泊尔、乌克兰、加拿大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服装纺织品
厂商参展。

自 2016 年首届 ATSC 开展以
来，我市连续两年成团组织企业参
展，明年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走
出去”,为宁波服装外贸企业带来
新的机遇和发展。

我市服装企业
在北美市场
崭露头角

上月初，镇海 i 设计小镇被列入全省第三
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设计小镇东至逸夫路，
西至兴海路兆龙路，南至中官路宁镇路，北至
庄市大道-汉唐路，总规划面积3.12平方米。

在制造业服务链条中，创新设计产业是起
点也是关键点。为了服务浙江制造强省建设，
宁波“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和
义甬舟开放大通道的产业升级，镇海区在中官
路创业创新大街落子布局创新设计特色小镇
——镇海 i设计小镇。

在小镇的核心位置，将依湖而建生态景观
区。这里将是小镇客厅所在，创客长廊则以

“M”形状包围核心区，将成为小镇创客产品
交易、成果展示、设计交流的平台。小镇的东
西两侧，分别布局了互联网+设计区、线下展
示区、设计培训区等8个区域。

镇海 i 设计小镇自诞生以来，就以“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的速度突飞猛进。凭借“三校
一所”的人才优势，宁波制造业产业优势，以
国家级大学科技园、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国家级众创空间、国家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园、
国家级高校学生科技创业实习基地这5张国字
号招牌，小镇广发“英雄帖”招贤纳士，已经
聚集了潘公凯、李竹兵等一批富有创造力的知
名设计大师。全球创新设计大会暨洛客大会、

“奇思甬动”中国创客大赛永久性落户。
现实与想象，传统与创新在这里交汇，打

造出一座引领制造业强国的奇思妙想之城。小
镇将以创新设计为路径，以互联网+设计为内
容，以打造设计师 IP 为主体，力争到 2020
年，构建融“一会一赛一盛典，名家名院名设
计”于一体的 i设计小镇。 （包凌雁）

镇海 i设计小镇入选第三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

i设计 爱设计 享设计

新 闻 链 接中官路创业创新
大街的诞生，是一个自
然集聚的过程。30 年
前，宁波大学在这片土
地上孕育而生；13 年
前，中科院宁波材料所
落地，集聚大批高素质
人才。高校、人才、平
台、科研机构和企业要
素在这里落地生根开
花。2010 年市大学科
技园获评国家级大学科
技园。中官路“双创”大街
的诞生，就是对这些资源
要素进行一次全新的梳
理和整合，给予全新的规
划，引入更加高端和具有
影响力的元素。

去年 5 月 10 日 ，
镇海区创业创新暨创客
人才大会上第一次向外
界传递了“北有中关
村，南有中官路”的行
动呐喊。多年来，从概
念提出、规划编制、项
目实施到写进宁波市党
代会报告，确立为高端
创新资源集聚的高科技
地标，中官路创业创新
大街脚踏实地，越走越
勇。

在全国各地唱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好声音”时，镇海一条

双创大街异军突起，喊出了“北有中关村，南有中官路”的口号。一年

时间，从大街概念提出，到市委市政府正式授牌，大街发展写入市党代

会及政府工作报告，获评首批省级双创示范基地。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大

街与大名鼎鼎的北京中关村有何联系？与中关村看齐，底气何来？在全

国“双创活动周”之际，记者来到位于镇海庄市的中官路，走进宁波市

国家大学科技园。

图为参展的宁波服装企业。
（受访者供图）

图为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 （受访者供图）

镇海I设计小镇亮相智博会。 （包凌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