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重点工程项目概况

■宁波至杭州湾新区引
水工程

该项目位于宁波市中北部，
输水线路起于海曙区，途径江北
区、余姚市、慈溪市、杭州湾新
区到达杭州湾新区新城水厂，是
宁波市重点工程。本工程任务为
向慈溪市城南水厂和杭州湾新城
水厂供应原水，兼顾远期宁波北
部水厂供水。工程输水线路主线
总长 69.2 公里，引水规模为每年
8000 万立方米，投资估算 23 亿
元，计划2021年年底竣工。

■杭甬高速复线杭州湾
新区西连接线公路工程

杭甬高速复线杭州湾新区西
连接线公路工程一期包括梁周线
北延和滨海二路段，总投资约5.1

亿元，总用地273亩。滨海二路西
延段于 2017 年 9月 30日正式开工
建设，全长 2.23 公里，计划 2018
年完成总投资80%，2019年6月完
工验收。梁周线北延段于 2017年
11 月 26 日正式开工建设，全长
2.53 公里，计划 2018 年完成总投
资80%，2019年8月完工验收。

■吉利DMA工厂

该项目已于 2016 年 4 月开始
建设，计划 2018 年 8 月建成，总建
筑面积34万平方米，总投资130亿
元，将生产吉利与沃尔沃共同开发
的车型，具有年产 30 万辆大型豪
华 SUV 和新能源轿车的生产能
力。

■吉利电池包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于
2017年11月开始建设，计划2018
年12月建成。项目将年生产50万

套电池包，包括电池、电控、电
机等。达产后可实现产值 300 亿
元，税收11亿元。

■吉利汽车座椅厂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 30 亿元，于
2017年10月开始建设，计划2018
年 10月建成。项目设计生产汽车
座椅 100 万台套。达产后可实现
产值50亿元，税收2亿元。

■方太理想城

方 太 总 部 基 地 （方 太 理 想
城） 是方太集团产业集群项目重
点打造的项目，该项目位于新区
滨海新城板块东南部，项目总投
资达 30亿元。该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集总部管理、技术研究、产品
开发、电子商务、展示展览、文
化教育、文化交流和后勤保障等
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总部园
区。同时，项目还规划建设方太

大学，为方太人才培养提供切实
保障。目前正在建设的方太总部
基地一期工程正进入主体施工，
预计于2019年建成投入使用。

■华强复兴之路主题公
园

宁波华强·中华复兴文化园
第二个主题公园——复兴之路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正进行项目主
体建设，该乐园预计 2020年开园。
复兴之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以鸦
片战争以来社会各阶层探索救国
图存道路、复兴中华民族的艰辛历
程为背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线
索，展现从开拓复兴之路到中华民
族腾飞的故事。乐园包含甲午海
战、火烧圆明园、抗日战争、与共和
国一起成长、开天辟地等十余个项
目。通过这些项目，游客可置身于
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之中，切身感
受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风云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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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 欣
杭州湾报道组 赵春阳 虞昌胜

比学赶超赛进度，项目争速求
实效。为深入贯彻落实宁波市推进

“六争攻坚”千人动员大会精神，
动员和号召广大职工积极投身项目
争速、产业争先、科技争投、城乡
争优、服务争效、党建争强决策部
署的伟大实践，为加快推进“名城
名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根据
省、市劳动竞赛委员会有关工作要
求，宁波杭州湾新区总工会与经发
局联合发文，顺势开展 2018 年度
宁波杭州湾新区产业集聚区重点工
程立功竞赛。

围绕重大项目建设，以工程项
目为依托，以广大建设者为主体，
活动面向项目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及设计科研单位，按照市委提出的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决策部
署，持续深入在全区重大工程项
目、重要工作任务、重点发展领域

（行业） 和新经济业态组织中开展

劳动竞赛，引导和鼓励广大职工干
事创业、奋力拼搏、永争一流，为
推进国际化产业名城、现代化美丽
湾区建设，奋力实现“产业梦、创
新梦、城市梦、文化梦、品质梦”
贡献智慧和力量。

按照实施方案，施工单位开展
“六比六看”立功竞赛，即比工程
质量，看单体工程一次性合格率；
比工程进度，看生产计划的完成
率；比合同管理，看执行合同的严
肃性；比安全生产，看人身、设备事
故发生率；比文明施工，看施工管理
水平；比技术创新，看节能增效。监
理单位竞赛内容主要开展“五比”竞
赛，即比工作规范、比监理手段、比
监理业绩、比人员素质、比监理纪
律。设计科研单位竞赛内容主要开
展“四比”竞赛，即比合同管理、
比工作质量、比现场服务、比提交
设计科研成果的准时性。

针对每一项竞赛内容，都有具
体化实施方案。例如工程进度竞
赛，要求施工单位根据合同工期要

求，严格按照经过审定批准的进度
计划，确保当年生产计划的完成，
保证工程形象面貌和实物工程量既
满足各单项工程的计划安排，又满
足整个合同工期的进度要求。又如
技术创新竞赛，主要衡量节能增
效，要求建立施工技术创新制度，
研究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在施工现场，可以组织开展技
术革新、技术攻关、技术练兵和节
能减排合理化建议等活动，努力提
高工程建设者的技术水平，不断提
升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控制
工程投资。

竞赛时间跨度为2018年5月至
12 月。年度竞赛结束后，各竞赛
单位对竞赛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全面
总结、考核和评比，竞赛领导小组
结合各竞赛单位完成实绩，评选一
批业绩突出、成效明显的优胜单
位、优胜个人，并择优向宁波市推
荐“重点工程立功竞赛模范集体”

“建设功臣”“五一劳动奖状”“工
人先锋号”“五一劳动奖章”等集

体和个人荣誉。
据介绍，2018 年，新区列入

市重点工程项目共 10 项，项目总
投资 383.29 亿元，年度投资 71.73
亿元，项目总投资和年度投资在各
区县 （市） 和管委会中均排名第
一，其中包括吉利 DMA、吉利电
池包、吉利汽车座椅厂、方太理想
城、华强复兴之路主题公园等一批
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市场前
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高端产业
项目，迅速形成一批驱动新区高质
量发展的“大引擎”。

“重点工程立功竞赛的开展，
旨在营造出‘比学赶超’的氛围，
激发广大建设者的劳动热情和创造
活力，让建设者跟着亮点走、跟着
优点走，齐心协力把项目做得越来
越好。”新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例如宁波至杭州湾新区引水工
程是重大民生项目，通过竞赛考
评，能让该项目在质量、进度、安
全、环保等方面得到平稳快速的推
进。

蹄疾步稳，踏石留痕，

争当“六争攻坚”排头兵、

先行军。流萤闪烁的7月，大

湾区建设风云渐起，杭州湾

跨海大桥南岸创业创新灿然

勃发，不断描绘大蓝图、展

示大手笔。

干字当头，砥砺奋进。

2018年，宁波至杭州湾新区

引水工程须实现全线开工，

全年完成工程主要形象进度

10%，完成工程建设投资1.45

亿元；华强复兴之路主题公

园三通一平须完成 100%，土

建完成 20%，土方工程完成

15%，市政工程完成5%；吉利

电池包项目及汽车座椅厂须

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及装修施

工……盛夏里，宁波杭州湾

新区内多个重点项目火热投

入 2018 年重点工程立功竞

赛，并立下年度“军令状”。

比学赶超赛进度比学赶超赛进度 项目争速求实效项目争速求实效

宁波杭州湾新区宁波杭州湾新区：：
全面启动重点工程立功竞赛全面启动重点工程立功竞赛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杭州湾
报道组赵春阳 虞昌胜） 落户项
目 23个，总投资 715.66亿元，同
比增长 126.6%,超 2017 年全年招
商引资总额。其中，制造业项目
18 个，总投资 335.66 亿元，占比
46.9%，同比增长106.6%。时间过
半，成果丰硕，宁波杭州湾新区
这份半年度招商引资“红榜”驱
动着“名城名湾”建设澎湃前行。

吉利PMA纯电动汽车、吉利
企业大学、吉利汽车全球研发总
部二期三期、明日中国主题公
园、港中旅文化小镇、绿地康养
小镇、碧桂园智慧生态城、融创
联想未来城……围绕新能源汽
车、总部经济、智能终端、文化
旅游、产城联动等领域，一批批
省内外投资者纷至沓来，一个个
新项目落地生根。

引进大项目，撬动大产业，
立足主导产业，在取得全省汽车
产业产值 1/3 的战绩下，新区依
旧抓牢汽车产业链招商不放松。
今年3月，总投资295亿元的吉利
汽车项目群打响了项目争速的攻
坚战。响应“中国汽车龙湾”的
号角，众多汽车零配件企业也纷
纷提缰上马，均嵌传感器、浦泰
二期、主动预防疲驾系统产品等
众多汽车零配件项目也纷纷落子
新区。

抓住滨海新城产城联动的契
机，新区快速推进港中旅文化小
缜、绿地康养小镇、融创联想未
来城、碧桂园智慧生态城、卓越
光谷产业园五大项目二次招商工
作。目前，康养小镇已与 30余家

“医、康、养”类企业深入洽谈，

并成功签约瑞士蒙特勒医疗、禾
普生医控股、腾湃医疗等多家企
业。文化小镇主力业态招商成果
显著，洲际酒店明确入驻，多家
温泉、民宿项目也正进一步洽谈
中。

产业体系想要完善，招商格
局必须宽广。剑指重点区域产业
外溢，上半年新区融接上海、挖
潜深圳的步伐不断加快。今年 6
月，在浙洽会上，新区囊获143.9
亿元的招商硕果，其中，投资
105 亿元的绿地康养小镇项目见
证了新区沪甬合作的进一步深
化。1月至6月，新区主动承接绿
地康养小镇、上海沥高合成纤维
制造等 4 个来源上海的项目，合
计投资116.2亿元，完成年初目标
任务的77.47%。

而就在十多天前深圳召开的
智能终端产业招商推介会上，新
区一举签下光电集成电路、智能
终端外观装饰件、新能源车电机
用传感器、智能声学语音产品等
7 大项目，总投资约 30.3 亿元，
加速催生千亿级智能终端产业成
为现实。

真抓实干，只争朝夕，招商
引资为新区产业争先启动快进
键。值得一提的是，新区早已提
前 谋 划 明 年 投 资 项 目 储 备 工
作。紧盯湾区经济、专项规划
及重要政策动向，策划、包装
一批战略性强、辐射带动作用
明显的重大项目，着力扩大项
目储备规模，逐步形成连续不
断、滚动实施的项目机制，助
力新区打造战略性、标志性改
革开放大平台。

总投资715.66亿元 同比增长126.6%

宁波杭州湾新区
招商引资实现半年红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杭州湾
报道组虞昌胜 通讯员吕志胜）
巧借“外脑”开展科技创新，对
广大企业主来说，往往被认为是
一件要花大价钱的困难事。但日
前，笔者从新区人社局了解到，
今年来自吉利汽车全球研发总
部、华德汽车、康龙化成等 3 家
企业的 7 名外籍人才成功入选宁
波市“海外工程师”年薪资助项
目。3家企业将在市级140万元资
助资金的基础上，额外获得新区
给予的 11 配套资助，也就是
说，受雇的“东家”们不仅不需
要承担聘请专家的高薪费用，还
将获得市、区两级共 280 万元年
薪资助。

海外工程师是外国专家智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专业技
术、经营管理、市场开拓和国际
化视野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的高
层次人才。受聘于吉利汽车全球
研发总部的韩国工程师金满中于
2017年担任吉利FE项目组高级技
术专家，主要参与帝豪电动车、
FE-6/9等车型的研发。凭借丰富
的海外研发经验，金满中对全新
车型的研发进行难点诊断和经验
输出，并通过技术传授带动基层
工程师，进一步提升专项组整体
研发水平。同样来自韩国的金兑
基则是宁波华德汽车开拓海外市
场的精兵强将。借助其架构各层
阶产品设计规范和验证的能力，
华德汽车强化了与顾客技术单位
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进一
步深挖了韩国、日本、美国等市
场。

曾代表新区获得“3315”计
划个人的美籍华人魏旭东自加入

康龙化成以来迅速培养了一支年
轻且充满活力的新药研发专业队
伍。目前在新区带领的团队已扩
展至70多人，签订了30多个价值
1500 多万美元的新药研发项目，
并帮助企业于 2017年顺利完成产
值约 830 万美元。在职期间，魏
旭东参与的多个项目成功实现新
药申报，大力提升康龙化成的新药
研发水平。目前魏旭东所带领的团
队正向中期目标进发，计划 2年至
3年内实现年产值超2000万美元。

“海外高层次人才是新区企业
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但聘请他们往往需要耗费企业高
额的成本。”新区人社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大力引进、留住高层次
人才，是实现新区企业转型升级
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性举措之
一，有利于提升新区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为新区实
现产业梦、创新梦注入更多海外
智慧。但成为“外脑”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海外工程师年薪资
助申报人员必须在国外担任过工
程、技术、管理主管及以上职务
的外籍人才，受聘于新区中资或
本地中资股份占 51%及以上的中
外合资企业及研发机构，从事研
发、设计、技术和管理岗位，担
任相应中层及以上职务，其中从
事技术和管理岗位的，本年度在
企业实际工作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6个月。

斥重金，巧借“外脑”，引
“洋专家”助力“名城名湾”建
设。截至目前，新区共有 49名优
秀外籍人才入选宁波市“海外工
程师”年薪资助项目，一场科技
争投的生动实践正在上演。

巧借“外脑”助力
“名城名湾”建设
新区已有49名优秀外籍人才入选
宁波市“海外工程师”年薪资助项目

引水工程 （虞昌胜 徐欣 摄）

吉利DMA工厂 华强复兴之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