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NINGBO DAILY杭州湾新区新闻 2018年10月2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陆 旻

因为梦想
我们激情出发

因桥而谋，与桥同兴，作为全
省第一个产业集聚区的宁波杭州湾
新区，已经拥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国家产
城融合示范区、浙沪合作示范区、
国家湿地公园等多张城市名片。

自 2010 年成立以来，宁波杭
州湾新区充分发挥区位、政策等优
势，不断拓展对外开放新领域，建
设对外开放新载体，营造国际化营
商环境，主要经济指标持续保持两
位数高位增长。

当下，大湾区建设风云渐起。
作为环杭州湾湾区核心区、长三角
中心区域，宁波杭州湾新区围绕宁
波建设“名城名都”和跻身全国大
城市第一方队的战略目标，适时提
出跻身全国一流开发区的发展目
标，并以实现新区“产业梦、创新
梦、城市梦、文化梦、品质梦”来
诠释“名城名湾”的发展目标，打
造“浙江小浦东”，努力成为浙江
对外开放的“新门户”和浙江大湾
区建设的排头兵。

产业是宁波杭州湾新区经济的
支撑和厚积薄发的张力、潜力所
在，新区“产业梦”就是到 2035
年前后，工业产值达到 1 万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000 亿元，实
现再造一个 2009 年宁波工业的目
标。创新梦就是建成全球汽车创新
中心、医疗产业创新中心、中国智
能家电之都、创客之都和杭州湾硅
谷，创新指标在全国领先。城市梦
就是坚持以人为本，以 TOD 理念
和组团式布局建设藤蔓城市，推动
城市由产城人融合向集聚创新要素
转变，努力打造“21 世纪样板小
城”。文化梦就是对标美国奥兰
多，大力发展休闲文化产业，争取
年接待游客 5000 万人次以上。品
质梦就是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满意
度、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成为全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之一。

蹄疾而步稳,谋定而笃行。民
为邦本，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离不
开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必须以人
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目前，新区滨海新城建设对标世界
级湾区名城，坚持国际化标准，新
区着力打造宁波都市圈北翼新地
标，因此无围墙城市、海绵城市、
地下管廊、绿色城市全部贯穿始终
……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融
合、城乡一体，一座中国 21 世纪
样板城市款款而来。

因为产业
我们动力澎湃

梦 想 源 于 责 任, 奋 斗 成 就 梦
想！围绕“产业梦、创新梦、城市
梦、品质梦、文化梦”，新区加快
建设国际化产业名城、现代化美丽
湾区，锚定万亿级全国一流开发区
和“浙江小浦东”。

从传统产业、先进产业、先进
产业集群，再到国际化产业引领，
新区与时俱进优化调整“6+4”
(六大先进制造业：汽车产业、通
用航空产业、智能电器制造业、新
材料产业、生命健康产业、高端装
备制造业；四大现代服务业：旅游
休闲业、文化体育产业、专业服务
业、新型金融业)产业体系，积极
推进产业引领、动能转换、效率变
革，催生产业发展新动能。

过去 8年，新引进各类产业项
目361个，总投资3883亿元，其中
工业项目 247 个，总投资 1818 亿
元，服务业及其他项目 114个，总
投资2065亿元，集聚世界500强企
业 21家、中国 500强企业 8家，成

为全省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潜力最
大的地区之一，走在了全省大平台
建设的前列。

通过持续招商培育新产业，通
过转型升级提升发展质量，加快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汽车产业初具
规模，引进了大众、吉利两大整车
项目，累计集聚汽车配套企业 100
多家。两大整车厂如全线开足马
力，最多可年产整车 140万台，加
上即将全面开工的吉利年产 30 万
辆 PMA 电动车和后续配套企业产
值，新区力争到 2025 年汽车产业
产值达到 4000 亿元，打造“中国
狼堡”。

“12 月底前实现样品生产，达
产后将实现年销售额 13 亿元，实
现年税收 3500万元。”谈及企业近
期发展规划，日前，宁波群芯微电
子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信心满满：
计划通过 5 年至 6 年的努力，在新
区打造集研发设计、进料加工、封
装检测、产品应用、测试设备制造
于一体的产业链基地。

群芯微电子是新区智能终端产
业园落户的第一家企业。作为宁波
市“一号工程”数字经济的重要载
体，新区智能终端产业园意入驻近
10 家企业，将围绕智能汽车、智
能家电、移动终端三大智能终端领
域，“计划通过 5 年努力累计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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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的智能终端产业
链和生态链，实现千亿级智能终端
产业，打造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
智能终端产业集聚地。”新区智能
终端产业推进指挥部相关负责人
说。

日前，康龙化成生命科学创新
基地和宁波康汇生物医药孵化器项
目落户新区，两项目总投资 48 亿
元，全部投用后将引进企业 120
家，集聚各类研发人员 3500 名。
数据显示，新区已逐步形成集研
发、中试、生产、销售及应用为一
体的生命健康产业集群，落户生命
健康产业项目 70 余个，总投资超
150 亿元。“目前，康龙化成、麟
沣 2 大医药研发平台集聚效应明
显，未来将形成产值超 200 亿元、
科研人员超万名的产业集群。”新
区投合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高性能新材料产业稳步发展，
目前集聚了兴业鑫泰、金田、复能
新材料等 65 家企业，去年实现产
值 199.6 亿元。根据新区“十三
五”规划，到 2020 年新材料产业
将实现产值200亿元。

在大力发展制造业的同时，新
区坚持“二三联动”，积极培育发
展文化休闲产业，引进了华强方特
等项目，迅速成为宁波第一旅游目
的地。今年前三季度，旅游业持续
火爆，共接待游客 402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9.02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3.61%和12.75%。

大产业、大项目作为新区经济
发展的支柱。今年 1 月至 9 月，汽
车产业实现产值 746.4 亿元，同比
增长 23.4%，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66.3%，其中，上汽大众生产整车
27.4 万辆，实现产值 442.3 亿元，
同比增长 22.8%。移动终端、汽车

终端、家庭终端三大领域精准突
破，投资 800亿元建设智能终端产
业园，今年引进了光电集成电路研
发、广奕电子产业基地、均嵌新能
源电机用传感器等 9个项目，总投
资29.2亿元。

因为城市
我们心有归宿

文化是宁波杭州湾新区的产业
特色，也是新区的旅游特色。上个
月开建的港中旅文化小镇是央企港
中旅 （中国国旅） 新区两大旅游目
的地项目之一。项目总投资 100亿
元，位于滨海新城北部，是新区打
造的一个集自然、人文以及创新生
活方式相融合的特色文化主题小
镇，依托新区生态、温泉等资源，
以文化养心、温泉养生为核心理
念，在长三角地区杭州湾畔打造一
个具有明显差异化、体验型、领先
型的旅游度假目的地。

另一个项目就是刚刚完成土地
摘牌的海泉湾温泉小镇。该项目总
投资 90 亿元，将依托新区丰富的
温泉资源并结合独特区域位置，与
周边主题旅游形成互补，打造集运
动、健康和创新生活方式相融合的
温泉主题城市度假综合体。

在这里激情创业，也要在这里
乐享生活。这是宁波杭州湾新区作
为宁波唯一全国产城融合示范区一
以贯之的发展理念。

新区提出了建设“名城名湾”
的发展目标，坚持走产城人融合发
展之路，以打造“21 世纪样板小
城”为目标，着力完善生产、生活
配套，城市功能不断完善，城市人
气迅速集聚，现有常住人口约 24
万人。“打造 21世纪样板小城，最
终的落脚点是以人为本。”新区党
工委负责人说。为此，新区启动滨
海新城建设，以“出行步行化、理
念国际化、生产城镇化、实施可行
化”为开发理念。12.8平方公里启
动板块的开发建设将引入以人为本
的“组团式+TOD （公共交通导
向） +生态廊道”新城开发模式，
围绕融接国家战略主平台、沪甬合
作新阵地、产城深度融合示范区、
宁波北翼国际化新地标定位，全力
打造21世纪中国样板小城。

目前，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数
据中心——中国移动浙东信息通信
产业园，和上海世外教育集团托管
的滨海小学已经投入运营，另外，
方太总部集团、港中旅文化小镇、
绿地康养小镇、融创联想未来城、
卓越光谷城市综合体、碧桂园智慧
生态城等一批产城融合项目正在建
设或规划中。截至目前，滨海新城
固定资产投资超120亿元。

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座国际
化、生态化、高品质的滨海新城将
渐行渐近。

多样的生活体验必须有与之相
配套的城市服务作为支撑。宁波杭
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杭州湾温泉世
界、宁波方特东方神画，“湿地、
温泉、文化”这三大休旅资源，再
加上杭州湾海皮岛、海天一洲以及

刚刚开园的李宁体育公园等元素，为
在新区体验多种生活提供了基本要
素。

如何将这些资源有效加以整合，
则是塑造生活之城的关键所在。城市
功能越完备，对优质资源就越有吸引
力。滨海新城建设是打造国际化水准
的产城人融合的载体，而国际化水准
公共服务供给等一批产城融合项目进
入攻坚期：宁波杭州湾大剧院、宁波
杭州湾体育馆开建，占地 400亩的体
育公园和彩色漫步道建成开放，占地
约 116亩的金融集聚区一期完工，酒
吧一条街开业；爱情旅游线路开放迎
客；投资 14 亿元的宁波市杭州湾医
院即将投入使用，一批批重点项目正
在加紧建设和推进中……

南洋小城正在蝶变成为崭新的城
市副中心。“建设适宜工作生活的南
洋小城，与滨海新城、南部新城谋求
差异化发展，侧重职工生活配套和城
乡统筹，为产业园区提供具有完善城
市配套服务的蓝领社区。”就下步目
标，南洋小城相关负责人表示，南洋
小城将建成为本地居民提供城市品质
的幸福社区，为自身发展提供产城融
合的混合社区，助力新区智能制造产
业集聚与技术性人才汇聚。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也是“名城
名湾”建设的服务供给，而优质高端
教育则是市民对新区的期望。近日，
宁波教育学院杭州湾校区启用，首批
1317 名新生入驻，将成为宁波培养
幼儿教师的新高地。这个秋天，世纪
城内 3所幼儿园投用，滨海小学正式
开学。世纪城 B8 区块配套小学和合
生小区配套小学、配套幼儿园，宁波
科学中学新校园也将在建成后投入使
用。智能终端产业园配套幼儿园、小
学建设，方太幼儿园项目建设也在积
极谋划。

几个月前，宁波科学中学新校区
还是一片芦苇；几个月后，这里正进
行主体建设。明年 9月，项目投入使
用。这就是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的号称
最牛的镇海中学分校——宁波科学中
学新校区。

到 2020 年，新区新投用和在建
幼儿园将达12所、小学6所以上、中
学 2所以上……未来三年，宁波杭州
湾新区新投用和在建幼儿园、小学、
中学 20 所以上，宁波北部品质化、
国际化教育高地如约而来。

前三季度，新区经济发展继续高
歌猛进：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12.6 亿
元，同比增长 13.6%；实现工业总产
值 1226.2 亿元，增长 18.1%，其中规
上 工 业 产 值 1152.6 亿 元 ， 增 长
16.2%；完成财政总收入 141.7 亿元，
增长25.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9.9
亿元，同口径增长 10.6%。共落户各
类产业项目 32 个，总投资 758.06 亿
元，同比增长 111.2%。其中，制造
业项目 27 个，总投资 378.06 亿元，
占比49.9%，同比增长83.9%。

风从海上来，追梦再出发。着眼
产城人融合发展理念，新区正不断加
大基础设施投入，补短板、增优势，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打造全国产城融
合示范区，吸引更多人创业在新区、
造梦在新区、圆梦在新区。

宁波国际马拉松起始地，正以马
拉松奔跑的速度与激情，影响着宁波
杭州湾新区的精气神。

产城人深度融合 “五个梦”渐行渐近

马拉松跑出的宁波杭州湾新区速度与激情
一个城市的发展，就像一场马拉松，一步步脚踏实

地，一步步向前迈进。
一场马拉松，就是一部城市纪录片，展示了城市的

品质与气质、日新月异的形象变化和健康向上的活力。
宁波国际马拉松与宁波杭州湾新区，同样年轻的

“她们”，就是这样相得益彰，携手前行。
2018吉利汽车宁波国际马拉松赛事再次登陆杭州湾

畔，成千上万跑友重回故地相聚。滩涂崛起大产业、平
地立起现代城、大桥撬动经济圈。短短三年时间，惊喜
的变化让人惊叹。

银杏泛金、芦花盛放。从杭州湾跨海大桥、方特东
方神画、宁波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海皮岛等景区景
点，到滨海新城、世纪城、合生国际、金融广场等城市
功能区，吉利汽车、上汽大众、众创园等知名企业平
台，在“一湾一桥一新城”的城市坐标中“开心跑、甬
向前”，这座跑步前进的品质新城，让大家感受到的是湾
区之美、生活之甜。

新区正式成立8年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在全市乃
至全省兴经济增长极的地位逐步体现。与甬马相伴三年
间，也是宁波杭州湾新区以马拉松速度产城人融合奔跑
的三年。

一切的美好，才刚刚开始；新的机遇来临，这座城
市还在提速。“国际化产业名城、现代化美丽湾区”，我
们正朝着“名城名湾”的“小目标”前进，向着更广阔
的蓝海与天地进发。

记者 徐 欣 杭州湾报道组 赵春阳

摄影 卓松磊 徐欣

海泉湾温泉小镇效果图

杭州湾金融广场杭州湾金融广场

北塘巷醉风情

滨海新城公园绿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