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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
同意宁波、温州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通过打造民营经济创新创业
新高地，努力建设成为科技体制
改革试验区、创新创业生态优化
示范区、对外开放合作先导区、
城市群协同创新样板区、产业创
新升级引领区，示范引领全国民
营经济创新发展。

无独有偶，今年 9 月，宁波
市启动创建特色型中国软件名
城，决定在高新区打造宁波软件
园。作为这一战略的核心载体，
宁波国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技
城） 将通过“搭台”“筑巢”“引
凤”“汇智”“铸牌”等举措，构
建“工业软件+新兴领域软件+服
务领域软件”的特色软件产业发
展体系，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甬江软件谷、智慧互联湾”。

蓝图已经绘就，扬帆正当其
时。

为加大科技政策对于创新发
展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宁波高新
区今年新推出具有突破性的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黄金八条”政策，
从高层次人才创业、高端研发机构
引进、重大科技专项等八个方面，
对各类主体实施创新举措给予全
方位支持，以更大力度推动创新创
业。按照政策，高新区将支持海内
外高层次人才在区内创办科技企
业，最高给予“四个 1000 万”支持；
对新落户的高端研发机构，5 年内
最高给予“三个 5000 万”的资助；
设立区级重大科技专项，单个项目
最高给予 1000 万元资助；对引进
转化的科技成果，给予受让方或
者委托方最高 1000 万元的补助；
设立总规模 50 亿元的科技成果转
化引导基金，引导和带动金融资

本、民间资本、地方政府和其他
投资者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化……伴随着系列政策的落地实
施，高新区扶持创新发展的软实
力必将持续提升。

把 招 商 作 为 “ 一 把 手 ” 工
程，宁波国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
技城） 引进了拓邦智能控制器、
赣锋锂业、路宝桥面铺装新材
料、旷视科技、华为云“沃土工
场”、和利时工业云平台、德塔森
特智能数据中心等一批优质项
目，区域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
同时，进一步强化平台建设、完
善设施配套，10月 31日，宁波国
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技城） 举行
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活动，29 个开工项目总投资近 90
亿元，年度投资 13 亿元，具体包
括新材料联合研究院、均普智能
制造产业基地、拓邦华东地区运
营中心项目等。

集聚高端创新资源，营造创
新创业生态，提升科技创新能
级，宁波国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
技城） 不断释放改革创新的红
利，蓄势腾飞势如虹。

势如虹，高新发展正当时

●综合竞争力
在全国国家高新区
中排名第 16位，位
居“国家队”第一
方阵；

●R&D经费支
出占 GDP 比重达
7% ， 年 均 增 长
20%以上；

●万人发明专
利 拥 有 量 达 130
件，发明专利申请
数年均增幅50%以
上；

●高新技术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增加值比重分别
达87%和52%;

●科技服务业
增加值占规上服务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为
50%。

宁波国家高新区宁波国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技城新材料科技城）） 一景一景

宁波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

高举自主创新大旗，踏上发展新征程
科技的力量在这里崛起，创新的旗帜在这里飘扬！

今年2月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宁波、温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由此跻身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行列，开启了自主创新发展的新征程。

从2007年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到此次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在创新中御风搏浪、砥砺奋进，努力践行 “鲲鹏

展翅搏长天”的殷切希望。

新起点，新使命，新担当！按照国务院批复要求，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将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民营经济优势和开放发展优势，积极开展创新政策

先行先试，着力培育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打造民营经济创新创业新高地，努力建设成为科技体制改革试验区、创新创业生态优化示范

区、对外开放合作先导区、城市群协同创新样板区、产业创新升级引领区。

全球第一条无人智能化电池生
产线，代表中国第一次主导发布的
显微镜国际标准，全球领先的智能
驾驶控制系统、新能源汽车动力管
理系统以及汽车安全系统，中国第
一张自主研发的光学扩散膜，国内
首条克拉级金刚石生产线……

在宁波甬江畔，众多国内外
“第一”在这里诞生，宁波国家高
新区 （新材料科技城） 已成为宁
波市乃至浙东南名副其实的创新
高 地 。 目 前 ， 宁 波 国 家 高 新 区

（新材料科技城） 综合竞争力在
全国国家高新区中排名第 16 位，
位居“国家队”第一方阵，已经成
为“新生代”国家级高新区的排头
兵。

宁波国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技
城） 何以成为宁波乃至浙东南地区
的创新高地？

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宁波国
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技城） 已建成
研发园、软件园、创业园、文创
园、检测园等创新创业载体，并在
加快建设宁波新材料联合研究院、
宁波新材料国际创新中心、宁波智
慧园、智造社区等一批重大创新平
台。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在

建设平台的同时，宁波国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技城） 大力集聚创新资
源，引进集聚了北方材料科学与工
程研究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中
石化宁波工程研究院、诺丁汉大学
宁波新材料研究院、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宁波海洋电子研究院、中科院
宁波信息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重点研
发机构，集聚了 300多家各类研发
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包括宁波市
三分之一的重点研发机构、三分之
二的检测认证机构和二分之一的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涵盖新材料、智
能制造、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为
宁波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研发
和科技支撑。

创新资源的集聚，带来了科技
产业的蓬勃发展。如今，宁波国家
高新区 （新材料科技城） 已集聚高
新技术企业超过 130家，高新技术
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 90%和
52%。科技服务业发展势头迅猛，
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占规上服务业增
加值的半壁江山。目前，该区全社
会研发经费占 GDP 比重达 7%，年
发明专利申请 1500 件以上、发明
专利授权 460件以上，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130件。

甬江畔，创新高地已崛起

在宁波国家高新区 （新材料
科技城） 的韵升科技工业园内，
一个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新材料
众创空间已成为新材料创新创业
项目的热土：2016 年成立至今，
经过 3 次扩容，由成立时的 2 万平
方米扩展为现在的 3.8 万平方米，
吸引了诺丁汉大学宁波新材料研
究院、宁波激智创新材料研究院有
限公司、宁波甬安广科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宁波市石生科技有限公
司等59家研发平台及企业入驻。

以打造全市的大孵化器为目
标，宁波国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
技城） 根据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创新孵化模式，为全市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育苗。

积极搭建创业孵化载体，该区
拥有宁波市科技创业中心、浙大科
技园宁波分园、甬港现代创业服务
中心等 4家国家级孵化器，新材料
众创空间、中科创客空间、甬创公
社等 4 家国家级众创空间和新材
料加速器、凌云产业园 2个企业加
速器，孵化总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
米，形成了集研发、孵化、中试、加
速一体化的创业孵化体系。

同时，把人才资源作为第一
资源和战略资源，大力实施“高
新精英计划”和“高新精英资本
引才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300余名，设立国家和省级博士后
工作站 16 个。加快建设院士创新
中心，通过“院士领衔+原创技
术+产业培育”等方式打造顶尖人

才创新创业示范平台，先后引进
15 位国内外院士来区创办企业或
建立科研团队。

此外，宁波国家高新区 （新
材料科技城） 还积极营造良好的
创新创业环境。充分发挥宁波民
营资本充裕的优势，成立宁波首
家“天使投资人俱乐部”，设立创
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和政府性天
使引导基金。连续多年举办全球
新材料行业赛、科技创业计划大
赛、创客创业大赛等赛事活动，
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郁。

在这片创新创业资源集聚的
热土，创新创业者们总能在这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归属
感”。在新材料、智能制造、软件
信息、生命健康等主导产业，宁
波高新区在膜材料、汽车电子、
工业机器人、互联网+等细分前沿
领域均取得了成效，涌现了均胜
电子、激智科技、韵升科技、中
银电池、永新光学、美诺华等一
批领军型企业，共培育上市公司5
家，在“新三板”挂牌企业 29
家，五年来科技服务业增加值复合
增长率达到 25.5%。加快高新技术
企业、创新型企业、瞪羚企业培育，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
已培育创新型初创企业累计达727
家，高新技术企业130家。

充分发挥国家高新区在培育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中的核心载体作用，宁波市
实施了“一区多园”发展战略，

促进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和高端
化发展。目前，宁波市已有 7 个
分园。设立了 1 亿元的分园发展
扶持基金，用于分园科技型产业
的发展；建立了 3000 万元的科技
信贷“风险池”资金，引导区内
300多家投融资机构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风险投
资。近年来，从宁波国家高新区（新
材料科技城）孵化转移到分园和周
边地区的创新创业企业达 100 余
家，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全链条，大孵化器已建成

【数读高新】

宁波新材料联合研究院研究人员操作实验设备宁波新材料联合研究院研究人员操作实验设备

激智科技生产出了中国首张自主研发的光学扩散膜激智科技生产出了中国首张自主研发的光学扩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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