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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宁波“一带一路”建
设综合试验区创建工作动员大会举
行，提出要打造我省深度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核心区。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车俊专门对创建工
作作出了批示。

车俊在批示中指出，创建宁波
“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是省党
代会作出的重大决策，对于我省更
好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增创对外
开放新优势、提升区域发展竞争力
具有重要意义。

半个月前，省政府刚刚批复同
意设立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
验区，要求宁波勇当“一带一路”建
设排头兵，努力建成“一带一路”的
战略枢纽城市。

“创建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
合试验区，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度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深
入实施‘八八战略’、推进开放强省
建设的具体行动，也是发挥宁波开
放和港口优势、实现跨越发展的现
实要求，战略意义重大。”省委副书
记、省长袁家军表示。

从 5 月中旬首次提出战略构
想，到 9月初省政府正式批复，宁波

“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从概念
到启动建设不到四个月时间，创造
了“宁波速度”。

“目前，全国范围内提出‘一带
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的城市仅有
宁波，这体现了浙江和宁波的前瞻
眼光和创新胆略。希望宁波先行先
试，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浙
江模式’和‘浙江路径’。”长期关注
宁波开放的商务部研究院专家评价
道。

一问：
综试区为何选在宁波？

谋划创建“一带一路”建设综合
试验区，是当前浙江抢抓“一带一
路”发展机遇的重要举措。而宁波区
位条件独特、开放平台众多、体制机
制灵活，对接“一带一路”的基础好、
优势大、契合度高，是国家级“一带
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创建最为理
想的区域。

从区位看，宁波位于“一带一
路”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连接东
西、辐射南北、通达江海，在国家全
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特殊地位；与
舟山群岛新区隔海相望，是义甬舟
开发大通道的关键节点、联接世界
的重要窗口。宁波舟山港紧邻国际
主航道，对外直接面向东亚及整个
环太平洋地区，236 条国际航线连
接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
个港口，对内可通过江海联运等直
接辐射长三角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
济带，具有创建“一带一路”建设综
合试验区的天然港口区位条件。

宁波拥有宁波保税区、梅山保
税港区等 10个国家级开发区，金融
科技人才等高端要素相对集聚，形
成了创新开放、成熟包容的营商环
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
宁波对外交流历史悠久，是我国首
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目前与
40 多个沿线国家城市缔结友城关
系。

宁波民营经济发达，民营企业
家创新意识强、开拓精神足，与“一

带一路”繁荣之路建设高度契合。目
前，宁波“走出去”民间资本遍布全
球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一带一
路”沿线的投资占全市境外投资总
量的比例在20%以上。宁波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年贸易额达 248 亿
美元，累计跨国并购额 23 亿美元，
在“一带一路”沿线设立境外企业和
机构 578家。近年来，宁波连续三年
举办中东欧投资贸易博览会等活
动，有条件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提供更大的平
台。

宁波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是记载古丝绸之路的“活化石”，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往
频繁，有能力为促进“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之间“民相亲、心相通”，增加
沿线国家文化认同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 5 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创建宁
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提供
了一个重要契机。习近平总书记在
论坛开幕式致辞中提出，宁波等古
港古城是记载古代丝绸之路历史的

“活化石”。
“这既是对宁波对外开放历史

的高度肯定，也是对宁波高水平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殷切期望。”省
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唐一军说，宁波
应该当仁不让肩负起服务国家战
略、服务浙江开放的重大使命。

专家认为，创建宁波“一带一
路”建设综合试验区，有利于发挥好
宁波港口、开放、产业等综合优势，
增强义甬舟开放大通道的极核功
能，对牵引带动全省全方位双向开
放、打造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桥头
堡、提升浙江国际化发展水平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二问：
创建综试区意义何在？

今年 5 月，国家发改委联合宁
波市政府在北京发布海上丝路贸易
指数。出席发布会的海关总署综合
统计司司长黄颂平认为，海上丝路
贸易指数发布意义重大，不仅为全
球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把握
贸易动态提供决策参考，也将有力
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
权。

探索建立全球经济治理新规
则，打造“一带一路”全方位开放桥
头堡，是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
试验区肩负的重任之一。目前，宁波
已与 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投
资贸易关系，在辐射带动内陆地区
更高水平开放中具有重要地位。在
宁波设立“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
区，有利于打造陆海内外联动、进出
双向开放的战略性载体，深度参与
全球经济竞争合作，为我国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制定更加高效包容的
国际经贸规则积累经验。

创建综合试验区是宁波服务国
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扩大对外开
放的创新实践，是建设“名城名都”
的必由之路。谋划创建宁波“一带一

路”建设综合试验区，开展先行先
试，对于贯彻落实好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探索“一带一路”建设新模
式、新路径，具有重大意义。

深入推进国际产业合作，打造
“一带一路”双向投资贸易新高地。促
进产业双向投资，是将“一带一路”建
成繁荣之路的重点内容。在宁波设立

“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有利于
进一步发挥产业规模优势和体制机
制优势，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地区）的双向投资领域。
着力优化经济要素跨国配置，

打造“一带一路”物流大通道。宁波
是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和义甬舟
开放大通道的重要承载区，设立“一
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有利于充
分发挥宁波在港口资源、综合交通、
港航服务、口岸监管等方面的集成
优势，整体提升宁波舟山港在国际
物流体系中的功能地位。

全面服务沿线国家和地区人
文交流，打造“一带一路”人文交流
新门户。宁波是“一带一路”文化交
流的重要节点城市，拥有 120 多处
海上丝绸之路遗存，40 多万海外

“宁波帮”遍布全球 100 多个国家
（地区），阳明文化蜚声海内外。在宁
波设立“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
区，有利于在更高层次上弘扬丝路
精神，深化与沿线国家人文交流合
作，不断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民
意基础。

“如果说成为中国制造 2025试
点示范城市是宁波制造业巨大的制
度红利，那么创建宁波‘一带一
路’建设综试区可称为‘宁波服务
2025’， 是 宁 波 服 务 业 的 重 大 机
遇。”宁波市发展规划研究院副院
长、经济学博士杨兵杰认为，一直
以来，宁波以开放促进改革，通过
改革带动市场活力，在全球化时
代，宁波要补齐经济发展短板，服
务业必须加速发展，这恰恰是综试
区涉及的重要内容，例如服务贸
易、金融、物流、文化旅游、科技
人文交流等。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综合处
处长潘毅刚表示，宁波“一带一路”
建设综试区的设立，既是浙江落实

“一带一路”重要枢纽位置的重要举
措，又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

作的重要平台。“这是一个具有空间概
念的抓手，不仅是作为一项政策改革，
也可以产生实际上的产业合作。”

三问：
综试区创建如何推进？

根据省政府批复，宁波“一带一
路”建设综合试验区要以开放创新为
主线，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宁波梅山
新区为核心载体，以港口互联互通、投
资贸易便利化、产业科技合作、金融保
险服务、人文交流为重点，积极打造

“一带一路”港航物流中心、投资贸
易便利化先行区、产业科技合作引领
区、金融保险服务示范区和人文交流
门户区。

“我们要按照‘四区一中心’的
功能定位，着力打造产业集聚的大平
台、服务全国的桥头堡、合作共赢的
示范区、改革创新的试验田，提高对
全国对外开放的贡献度。”近日举行
的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
创建工作动员大会上，唐一军代表宁
波市委、市政府打响了“发令枪”。

据市发改委主任彭朱刚介绍，目
前我市已制订了 《宁波“一带一路”
建设综合试验区近期创建总体思路和
主要任务》，近期要重点打造梅山新
区、“16+1”经贸合作示范区、中国

（宁波）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
民营企业“走出去”服务创新区等 4
大开放试验平台，实施港航国际合作
工程、交通互联互通工程、产业国别
合作工程、科教双向合作工程、金融
保险支撑工程和人文交流促进工程等
6大双向合作工程，推进 50项具体事
项。

专家认为，宁波“一带一路”建
设综合试验区创建过程中，要把体制
机制创新作为强大动力，加快形成与
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适应参与全球
经济治理要求的制度环境。要把实现
共赢合作作为落脚点，充分发挥民营
企业和“宁波帮”的优势，支持宁波
优势产品、产能、服务和技术“走出
去”，努力培育发展新动能。

“综试区创建要立足3大需求，包
括国家的需求、市场企业的需求以及
宁波的需求，注重 4种关系，即国家
与宁波的关系，了解国家的需求清
单，找准宁波的定位；宁波与省里及
兄弟城市的关系，多城联动，携手杭
州发展跨境电子商务，与义乌、金华
一起发展对外贸易；宁波与其他省市
区的关系，例如与上海开展金融和文
化合作，与厦门等城市开展平台合
作；宁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关系。”杨兵杰说。

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
区，不仅仅是浙江和宁波对外开放的
桥头堡，也是覆盖长三角、辐射长江
经济带、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桥头堡。“我们要围绕‘边创边
建、边申报边推进’的工作思路，坚
持先行先试，注重综合集成，着力打
造改革创新的试验田，最大限度地释
放开放红利，为全国扩大对外开放探
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市领导如
是表示。

三问“综试区”创建
——宁波“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扬帆起航

本报记者 俞永均

谋划创建“一
带一路”建设

综合试验区，是当前浙
江抢抓“一带一路”发
展机遇的重要举措。

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车俊在批示
中指出：创建宁波“一
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
区是省党代会作出的重
大决策，对于我省更好
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增创对外开放新优
势、提升区域发展竞争
力具有重要意义。

省委副书记、省长
袁家军表示：创建宁波
“一带一路”建设综合
试验区，是我省深入实
施“八八战略”、推进
开放强省建设的具体行
动，也是发挥宁波开放
和港口优势、实现跨越
发展的现实要求。

省委副书记、市委
书记唐一军表示：要按
照“四区一中心”的功
能定位，着力打造产业
集聚的大平台、服务全
国的桥头堡、合作共赢
的示范区、改革创新的
试验田，提高对全国对
外开放的贡献度。

绿色梅山湾 （蒋丽 摄）

宁波“一带一路”建设
综合试验区2020年目标

郑勇 制图梅山保税港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