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个项目打包发布

正在打造的浙江大湾区，核
心是杭州湾经济区，拥有浙江省
68%的经济总量、55%的人口、
78%的发明专利申请量、76%的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78%的境内
上市公司、75%的中国民营 500
强企业，具备打造高水平湾区经
济的实力、活力和潜力。

对标纽约湾区、旧金山湾
区、东京湾区等国际著名湾区，
杭州湾经济区的目标何在？省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通过打造

世界级创新型产业集群、现代金融
高地、现代科创中心、现代智能交
通体系、现代开放门户、现代化高
品质国际化城市、国际一流优美生
态环境、服务型法治政府、提升公
民素质、推进区域一体化等十大举
措，将杭州湾经济区建设成为全国
现代化建设的新样板、全球新经济
革命的重要策源地、长三角区域创
新发展的新引擎，力争到 2035 年
建成现代化世界级大湾区。尤其是
强化“互联网+” 思维，用数字
化手段把大湾区建设成为数字经济
的创新高地。

在这份庞大的清单上，详细罗
列了 120个大湾区建设项目，总投
资达到 1.5 万亿元，其中包括 PPP
项目 32 个，产业项目 88 个。项目
涵盖能源交通、城市建设、教育医
疗、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特色小
镇、产业园区等方面。

打造大湾区大交通格局

作为杭州湾湾区的中心地带，
宁波将发挥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
角城市群发展，深度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任。同时，加快腹地
延伸，通过海铁联运、江海联运打
通江、海、陆地的物流通道，扩大
辐射面。

所有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便捷
快速的交通网络的基础上。

在大湾区重大 PPP 建设项目
中，记者看到杭甬高速复线二期、
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沈海高速项
目、沪嘉甬铁路项目、宁波轨道交
通新一轮规划建设工程等大交通项
目赫然在列。“新一轮交通建设，
将补齐湾区交通的短板，这包括布
局和建设整个湾区内部轨道交通，
还包括推进与上海连接的一些交通
通道。”宁波市铁路建设指挥部负
责人表示。

杭甬高速复线高速双向六车
道，途经余姚镇海北仑，新建路长
约 43 公里。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
沈海高速连接线项目规划全长 24
公里，双向六车道，全线含大桥及
特大桥 15 座。宁波轨道交通新一
轮规划建设项目，包括 6 号线一
期，7 号线一期，5 号线二期等项
目，总计约82公里。

据媒体报道，沪嘉甬铁路将在
“十三五”开建，届时宁波到上海
的距离缩短至 1小时以内，这使宁
波搭上了融入大上海的快车。

宁波为大湾区智造代言

在杭州湾湾区现有的产业布局
里，“低小散”的产业比重不小，
专家认为，这给宁波提出了调整产
业结构的课题，在宁波杭州湾新区

等空间支撑的前提下，沿湾谋划重
量级的产业平台，科技兴湾，提升
整个区域的能极。

在大湾区建设路径表中，宁波
大东部科创新区，宁波环湾智能经
济新区被列入重大平台。

同样受关注的还包括智能经
济、高端装备、特色小镇、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多个平台。

位于杭州湾新区的智能终端产
业园，将建设包括研发中心、生产
基地、综合服务区和生活配套区，
计划通过 3 年至 5 年时间引进不少
于 30 家智能终端产业研发机构和
不少于 100家智能终端产业生产企
业，形成完善的智能终端产业链和
生态链，打造成为华东地区最具影
响力的智能终端产业集聚地。

宁波国家高新区通过智造港项
目，聚集一批科技创业企业和创新
人才，目标在三年内落户 50 家以
上的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主导的高成长制造企业。

生物基新材料产业项目位于
宁波市杭州湾新区，重点引进聚
乳酸生产及其应用项目，致力于
打造生物基新材料上下游分工明
确、特色突出、竞争力强的完备产
业链。

位于北仑区的智能装备产业基
地，重点引进和发展全自动注塑机、
数控机床、高速冲床、工业机器人、
自动化数控生产线等十大产业。

位于杭州湾新区的高端装备制
造业园区，重点发展 3d 打印、智
能工业机器人、智能化数控机床
等，重点引进国内外知名的高端装
备制造业企业和运营商。

慈溪生命健康产业园，重点发
展新型医用诊断医疗器械设备、微
创外科和介入治疗装备及器械、基
因工程、发酵工程等分离使用的高
精度、自动化、程序化的设备。

现代化世界级“大湾区”，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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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前沿

上周，宁波航运交易所发布的
海上丝绸之路指数之宁波出口集装
箱 运 价 指 数 (NCFI) 报 收 于 604.6
点，较上一周下跌 0.5%。21 条航
线指数中有9条航线上涨，12条航
线下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
区主要港口中，6 个港口运价上
涨，12个港口运价下跌。

航线运价走势不一
指数跌幅继续收窄

海上丝路指数

本报记者 金 鹭
通讯员 王虎羽

前不久，三星宣布开发出了
一款新型电池，不仅能将电池容
量提高 45%，还能把充电速度提
升到现有标准的 5倍。外媒认为，
三星很可能在新一代旗舰新机
Galaxy S9上采用这款新型电池，
届时手机充满电只需要12分钟。

这是什么“黑科技”？答案
就在这款电池的负极材料——石
墨烯上。事实上，宁波从 2008
年开始，就把石墨烯作为重点培
育的新材料，一直在引领中国石
墨烯产业应用领域的发展。

石墨烯，是一种只有一个原
子层厚度的准二维材料，是目前
发现的最薄、强度最大、导点导
热性最强的纳米材料，被称为

“黑钻”，是新材料之王，但如何

实现量产、进行有效应用一直是困
扰各个国家的难题。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的刘兆平博
士从 2008 年学成归国后，就一直
致力于石墨烯应用领域的研究。通
过插层剥离制备技术，刘兆平团队
突破了石墨烯低成本规模化生产的
瓶颈，于 2013 年底建成了全国第
一条首期年产 300 吨石墨烯生产
线，2015 年通过技改产能达 500
吨。

目前，我市石墨烯应用研究已
在超级电容、动力电池、防腐涂料
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成果。其中，
最为成功的是宁波中车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研发的石墨烯基超级电容
器。“这种超级电容器不仅充电时
间短，而且能将高铁进站制动时损
耗的电量回收，大幅减少能源的消
耗。”在日前的采访中，中车首席
技术专家阮殿波博士这样告诉记

者。去年 10 月，我市生产的第二
代超级电容无轨电车在奥地利格拉
茨完成运营测试。

此外，目前全国最大的石墨烯
应用领域——防腐涂料行业中也能
看到石墨烯的身影。将石墨烯与有
机涂料按特殊配方融合后，制成防
腐辅料，能够耐盐防腐，还能抵抗
微生物的附着。目前，舰船表面、
南方沿海地区的高压线塔、海岛油
气储藏基地的油罐、海底线缆表面
都可以涂上这种涂料，大大提高防
腐性。同时该涂料的使用寿命也比
传统涂料足足延长了 3 倍，达到 3
年以上。

12月8日下午，随着浙江省石
墨烯制造业创新中心在我市正式揭
牌，宁波石墨烯产业又有了新的产
业技术创新平台。这将进一步优化
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产业化
的统筹衔接。当天，有 22 项首批

入驻项目进行了签约，这些项目内
容涵盖先进电池、改性塑料、改性
纤维、改性润滑油、导热材料等多
个石墨烯重要应用领域。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石
墨烯一直是宁波重点支持的重大科
技项目，其中 37 项石墨烯材料应
用研发项目已获得了近 1亿元的财

政资金扶持。目前，宁波正在编制
新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内容包括新
材料、工业机器人、智能芯片等
13 个方面。这些项目将继续发挥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在攻克技
术瓶颈，聚集创新团队，打造创新
平台上释放强劲动能，为宁波“名
城名都”建设作出新贡献。

“黑钻”石墨烯闪耀甬城

本报记者 包凌雁

在第四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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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包凌雁

上周，梅山水道项目交通工程
部分质量评定及交工验收会议召
开。经综合评审，验收组认为梅山
水道项目交通工程部分具备交工验
收条件，工程质量评定合格，同意
通过交工验收。

梅山水道工程项目交通部分位
于梅山岛与白峰街道黎明村之间的
梅山水道北堤上，是连接两地之间
的重要陆岛交通干线，主要承担梅
山保税港区集装箱疏港通道的功
能。

工程建设 6条匝道，匝道全线
总长 9463 米，采用双向六车道一
级公路标准，其中沿海中线段以及
梅山与郭巨方向连接段设计时速为
60 公里，梅山与春晓方向连接段
设计时速 40 公里。工程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开工，今年 10 月 30 日完
工，概算投资约2.42亿元。

作为浙江省重点工程，总投资
24.7 亿元的梅山水道工程于 2012
年开工，目前已基本完工，“蓝色
海湾”效果已经呈现，并已发挥了
水位调度、区域防潮防洪、疏港公
路交通等功能，是宁波国际海洋生
态科技城新门户区，也是梅山湾两
岸生态环境治理、城市品位提升的
重要基础性工程。待今年年底全部
建成后，梅山湾将成为长三角地区
唯一的近海蓝色海湾。

梅山水道项目
交通工程部分
通过验收

通讯员 鄞税

为充分发挥税收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鄞州地税局扎实推进“走
出去”企业税收服务，通过构建“走
出去”企业税务服务长效机制，提高
企业跨境经营税收确定性，更好地
支持企业走出去。截至目前，企业所
得税由该局主管的企业已有 30 家
企业走出国门，参与“一带一路”发
展，在境外从事投资的企业有 28
家、承包工程的有2家。

以“居民境外所得”摸底调查
和对外支付费用的税收清理为契
机，鄞州地税局加强与国税、银行
等单位合作，了解“走出去”企业和

“走进来”企业对外支付以及收入状
况，确保企业申报的准确性。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已对 203 户次境内
居民企业跨境业务进行重点核实，
主要涉及利息所得、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和转让财产所得等。按风险等
级排序，对相关的企业风险点进行
核实，并及时做好风险提醒。

鄞州地税积极服务
企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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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制造业创新中心揭牌仪式上，工作人员为嘉宾讲解石墨烯材
料。 （童丁毅 金鹭 摄）

图为杭州湾新区。 （杭州湾新区管委会供图）
图为梅山水道。 （受访者供图）

图为海
曙月湖金汇
小镇。

（刘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