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意宁波生态园
开发建设模式创新

根据宁波市委、市政府对
加快建设中意宁波生态园的
意见，结合园区实际，生态园
对加快推进开发建设做一些
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形成一
些好的做法。

1、“4+1+1”产业发展模
式。坚持高端化、高新化和高
产化发展方向的基础上，立足
余姚产业实际和生态园发展
方向，逐步确立形成“4+1+1”

（即新材料及新能源汽车、节
能环保、生命健康、通用航空
四大产业基地、中意启迪科技
城和本地企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产业发展布局。

2、“产业+资本+人才”模
式。产业、资本、人才三者紧密
联系、密不可分。生态园构筑
产业圈、资本圈、人才圈，就是
依托“产业+资本+人才”模
式，推动产业、资本、人才三者
更加深度结合、互相促动，通
过资本撬动、创新驱动、人才
推动，最终形成产业集群。

3、“产业+龙头+基金”模
式。龙头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
效应。目前，生态园“4+1+1”
各板块引进的吉利新能源汽
车、启迪控股、中飞通航等都
是行业的龙头，通过龙头的引
进带动了相关产业的集群。如
园区通过引入中飞通航项目，
一次性将带来 10 家企业的落
户。同时，为吸引龙头项目落
户生态园，帮助解决项目前期
建设投入的资金短缺，园区通
过成立产业专项基金的方式
有效解决了资金问题。

4、“大脑+本体”模式。所
谓“大脑”就是集聚一批研发
机构、研发中心和创新团队，

“本体”就是企业的生产基地。
在招商引资中，生态园既注重
将企业的研发机构、研发中心
和创新团队吸引集聚到生态
园，又在政策上给予积极支
持，将企业的生产基地也放到
生态园，形成设计、研发、生产
一体的产业发展格局。

5、产城人融合发展模式。
坚持产业与生态统筹、建区与
造城统筹，依托滨海环境优势
和“4+1+1”产业布局，融入意
大利城市规划设计理念，积极
打造汽车小镇、通用航空小
镇、健康养生小镇和意大利风
情小镇，全面推动商业、金融、
文化等现代服务业和生产、生
活、生态融合，不断满足高端
人才的居住生活需求，力争到
2020 年生态园的居住人口达
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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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程 通讯员 袁宇杨
中意宁波生态园管理委员会供图

年末初冬，杭州湾
畔的广袤土地之上，海
风迎面而来，已经能感
到一丝萧条气息。但是
在南岸的一块希望热土
上，却仍是一派生机勃
勃的景象——项目建设
工地上，工程车辆穿
梭，大型机械隆隆作
响；企业生产车间内，
流水线一刻不停，出货
区车水马龙一片忙碌；
招商部门办公室内客商
纷至沓来，电话声此起
彼伏……

这里是刚刚挂牌成
立满两周年、进入开发
建设发力期的中意宁波
生 态 园 。 2014 年 6 月
11 日，在中意两国总
理的共同见证下，宁波
市政府与意大利国家引
进外资和企业发展署在
北京签署了《关于合作
开发建设中国 （宁波）
意大利产业园项目的合
作协议》。10 月 15 日，
在李克强总理回访意大
利期间，由商务部部长
高虎城与意大利经济发
展部部长桂迪在罗马签
署了《关于共同支持建
立中意生态园的谅解备
忘录》，中意宁波生态
园正式升格为国家级平
台，成为全省唯一、全
国八大国家级生态园之
一。

2015 年 4 月 17
日，宁波市委、市政府
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快
建设中意宁波生态园的
意见》；7 月 30 日，浙
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正
式批复同意设立中意宁
波生态园管理委员会；
12月 11 日，中意宁波
生态园管理委员会正式
挂牌成立。

生态园总规划面积
约40平方公里，其中近
期26平方公里，远期向
北围海拓展2公里约14
平方公里。生态园立足
意大利，面向全欧美，
注重引进海外先进的技
术、资金、管理和人
才，打造世界一流、国
内顶级的生态型产业示
范园区。

不久前，吉利汽车集团旗下全
新品牌新车型领克 01 正式发布。记
者从发布会上获悉，该品牌车型的
生产基地，包括了正在建设之中、
位于中意宁波生态园内的吉利 30 万
辆整车项目。据悉，该项目将于
2019年三季度全面建成投产。

“紧抓招商引资，紧盯龙头项目
招商，这是生态园一切工作的重中
之重，是我们的一号工程。”中意宁
波生态园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园区立足意大利，面向全欧美，加
速引进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资金、
人才，招商引资呈现项目量质齐
升、产业关联紧密、推进速度加快
的良好态势。

截至目前，生态园已有总投资
超 200 亿元的吉利 30 万辆整车、北
斗导航自主网军民融合、精进电动
新能源、德国玛汀瑞亚宏泽低压铝
铸件、美国 JAC 高级汽车行李架、
意大利赫拉环保等 11 个项目落地建
设，其中德国玛汀瑞亚宏泽低压铝
铸件、美国JAC高级汽车行李架等4
个项目已建成投产。

把 专 业 的 事 情 交 给 专 业 的 团

队。在生态园，招商任务重、时间
紧，但是招商队伍却很精简。“我们
通过引进专业的平台、基金，借助
外力外脑，可以把招商做得更加精
细高效。”生态园管委会上述负责人
介绍，总规划面积 1500 亩、总投资
达 50 亿元的中意启迪科技城已开工
建设，首批总投资34亿元12个项目
签约入园。

此外，正阳集团直升机、天数
润科人工智能芯片、约印基金医疗
产业园、晶科 LED 汽车大灯以及永
源与意大利兰博基尼公司合作的永
源智慧新能源物流车等一大批项目
正深入洽谈中，其中华讯方舟地效
翼船项目已签订框架协议并公告，
中飞通航项目已组建成立首期 10 亿
元的军民融合产业基金。

源头活水不间断 一号工程量质齐升

项目、人才、资金源源不断地
登陆生态园，如何与这些要素共同
成长？这是项目落户之后，摆在园
区面前的一大课题。生态园给出的
答案是配套，而且不仅是基础设施
配套，更有对项目来说更为关键的
金融配套。“我们在谈项目、规划项
目的时候，第一时间把金融机构引
入其中，保证项目建设的生命线不
断。”生态园管委会招商部门有关负
责人说。

基础设施配套方面，生态园按
照“适度超前、整体配套、滚动开
发”的原则，加快推进道路、绿化、供
电、供水等一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园区共安排政府性投资项目20
项，总投资达51.75亿元。滨海大道一
期、涛声路（兴姚路至滨海大道）等园
区主干道路建成通车，滨海新城邻里
中心建成投用，城市核心服务区一期
路网建设工程、中意宁波生态园基础
设施建设 PPP项目一期、滨海大道一
期路侧景观绿化工程、滨海新城北排
江西侧北块路网建设工程、滨海新城
电力系统二期工程等一批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进展顺利。

特别是总投资 16.5 亿元、占地
200亩的中意宁波生态园生产性综合

服务中心（意大利文化交流中心）商
业配套项目即将正式开工建设，该项
目集城市展馆、高端酒店、人才公寓、
餐饮娱乐等配套设施于一体，建成后
将有效满足客商尤其是国外客商对
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同时，教育、文
化、卫生等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稳
步有序推进。

金 融 配 套 方 面 ， 生 态 园 坚 持
“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参与、市场化
运作”的开发模式，加强中意宁波
生态园控股有限公司等投融资平台

建设，并与清华启迪控股合作成立
浙江中意启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5
年内将上市，10 年内市值将达 100
亿元。

同 时 ， 园 区 积 极 整 合 金 融 资
源，组建成立生态园母基金、启迪
针头投资基金等基金，并充分发挥
河姆渡基金、约印基金等专项基金
在招商引资中的纽带作用，进一步
扩大基金规模和实力，更加精准、
高效和个性化地支持符合园区产业
发展导向的产业项目。

栽好梧桐引凤来 两大配套不断完善

迈入开发建设第三个年头，生态
园正朝着更高的目标开启全新征程。
前不久，园区根据发展实际，研究制定
出台了干部素质提升、管理服务提升
和环境整治提升三大工程的具体实施
方案，并制定责任任务分解表，对工作
内容、牵头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等
一一明确。

生态园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步，园区将以深入实施“三大提升”
工程为主线和抓手，进一步增强干部
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不断
提升生态园的管理服务水平，全面打
响中意宁波生态园“生态”特色品牌，
努力实现各项生态指标国内领先。

“生态”是园区的金字招牌，如何
擦亮？据了解，生态园专门成立了生
态促进局，目前正在稳步推进生态创
新举措，积极打造节能环保亮点工

程。比如，园区通过城市森林公园等
标志性绿化工程带动见缝插绿等特
色绿化项目，新建绿化面积超23.3万
平方米，园区道路绿化率达到 100%，
栽种行道树超 10000 棵；大量使用下
沉式绿地、开放水域、雨水湿地、植草
沟、透水铺装、生态公厕、人行绿道系
统的滨海大道一期路侧景观绿化工
程；全方位覆盖光伏发电、垂直绿化、
屋顶绿化、雨水回收利用、热回收系
统、自动浇灌系统、光导系统等的生
产性综合服务中心生态楼等一批标
志性生态项目。

实施“三大提升”工程，为的是构
筑更优的“三个圈”，即产业圈、资本圈
和人才圈。产业圈方面，生态园坚持高
端化、高新化和高产化方向，逐步形成
了以新材料及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
生命健康、通用航空四大产业基地和

中意启迪科技城以及本地企业转型升
级示范区“4+1+1”的发展布局。

资本圈方面，生态园按照“一个
产业、一个龙头、一个基金、一个配
套”的思路，积极借势借力，利用启迪
团队在资本运作、股权投资、国际兼
并购等方面优势，充分发挥资本的杠
杆和撬动作用，为落户生态园的每一
个项目解决资金问题。

人才圈方面，生态园以打造区域
人才高地为目标，依托清华启迪、国
际科技合作园等创新载体，积极引进
有科研实力、有产业带动力的优秀创
新团队落户，并对重大项目和具有世
界一流水平的创业创新团队，实行“一
事一议”。目前，已签订框架协议的中
飞通航项目将在生态园建立中飞通航
院士产业园，届时其核心研发团队的
10余名院士将在生态园工作。

合力共赴新征程 “三大提升”构筑“三个圈”

涛声路景观

玛汀瑞亚全自动汽车底架生产线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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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汽车年产30万辆整车项
目效果图

中意宁波
生态园管委会

中意启迪科技小镇中意启迪科技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