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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海而生，蓬勃生长。在杭州湾南岸，中意宁波生态园3年
来大项目接连落户，产业链初具雏形，成为余姚创新发展的强
大引擎、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赶超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国际产
能合作示范区。

中意宁波生态园是全省唯一、全国八大国家级生态园之
一。2015年 12月 11 日，中意宁波生态园管理委员会正式挂
牌。生态园总规划面积40平方公里，其中近期已围可利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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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打造成为世界一流、国内顶级的生态型产业示
范园区。

按照宁波市委、市政府“六争攻坚、三年攀高”抓落实专项
行动的总体部署，中意宁波生态园管委会紧紧围绕宁波“名城
名都”和余姚“两区三城”建设要求，牢牢把握“大湾区”发展机
遇，园区开发建设取得新局面。

经过3年来的高强度投资、高水平建设，生态园已进入飞
速成长阶段，增长势头强劲。今年1月至10月，生态园实现现
价工业产值91.4亿元，现价工业销售产值96亿元，分别增长
69.52%和93.47%。

“项目是园区的生命线，引进
好项目、大项目，以重大项目建设
引领产业升级，推动园区高质量发
展。”管委会主要负责人表示。

一直以来，中意宁波生态园始

终把招商引资作为重中之重，全力引
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人才。

锚定高端化、高新化和高产化
的发展方向，生态园打造新材料及
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生命健康、

通用航空四大产业基地，同时布局
中意启迪科技城和本地企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随着“4+1+1”产业发
展模式的日渐成熟，招商工作愈发
具有针对性。

因地制宜，独辟蹊径，中意宁
波生态园探索出“产业+龙头+资
本+银行”模式。紧盯世界 500 强、
行业龙头企业，以产业链招商的方
式，引进大项目带动上下游企业落
户，通过龙头企业的引进带动相关
产业实现集群发展。“目前，落户园
区的吉利汽车、启迪控股、精进电
动、华讯方舟等都是行业龙头。吉
利 30 万辆新能源汽车项目，吸引
了 10 余家汽车配套企业相继落
户。”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人才是发展的第一资源。在招
引企业生产基地落户的同时，中意
生态园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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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造集设计、研发、
生产于一体的产业发展格局。

“洽谈项目争签约、签约项目

争落地、落地项目争开工、开工项
目争投产，多管齐下，招商引资渐
入佳境”。中意宁波生态园的项目
招商呈加速态势，龙头企业带来的
集聚效应正在显现。今年1月至10
月，中意宁波生态园新签约奥克斯
高端厨电产业园、锐拓冲压件、强
毅轻量化紧固件、天数智芯 AI 芯
片、石墨烯应用开发等 42个项目，
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枝繁叶茂凤来栖。截至 10 月
底，中意宁波生态园今年新注册企
业94家，同比增长65%。其中，麦格
纳高级汽车座椅、西班牙安通林集
团汽车内饰件研发和制造项目等世
界 500强企业成功落户，国内知名
医疗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北
京瑞华康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将总部
搬迁至园区，北斗导航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瑞拓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等
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陆续在园
区投资设厂，园区实力渐趋增强。

在做深做优龙头招商、产业链
招商的同时，中意宁波生态园将进
一步突显意大利元素。管委会负责
人表示，将利用意大利企业发展
署、意大利贸易委员会、意中基金
会等资源，充分发挥意大利办事
处、上海虹桥商务会展区中意楼等
作用，将更多优质意大利企业集聚
到园区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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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干快干抢攻坚，争速争先
抓落实。

“招商时虎口夺食，签约前靠
前服务，落地后全程代办，政企
协同发力，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创造 ‘中意速度’。”中意宁波
生态园以“六争攻坚、三年攀
高”抓落实行动为推手，深入践
行“最多跑一次”改革，深耕自
身发展优势，助推项目早开工、
早投产、早见效。

“项目建设只有 100 分和 0 分
的区别，竣工投产了是 100 分，
否则就是 0 分。我们把今年定位
为生态园的‘项目落地年’，把重
大项目早日建成投产作为首要任
务。”中意宁波生态园综合服务局
局长励成亮介绍。

1 月至 10 月，中意启迪科技
城、香港基因港、国兴汽车内饰

件、普元光电池一体储能等 15个
项目新开工建设，总投资188.6亿
元。开工项目数同比呈跳跃式增
长。

开工项目争投产。1 月至 10
月，吉利领克年产 30 万辆整车
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的 90%，正
在进行设备安装，年底前可实现
试生产，计划明年 4 月份正式投
产；启迪科技城一期启动区已
开始主体建设，目前已签约拟
落户项目 16 个；瑞典升谷太阳
能、甬矽微电子高端集成电路
IC 封装测试一期、瑞华康源、优
品检测等 14 个项目新建成投产。
尤其是甬矽电子、瑞华康源医疗
物联网、国兴汽车内饰件等 4 个
项目，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
产”。

“甬矽电子 6 个月内实现投

产，得益于管委会从招商阶段开始
的服务。”甬矽电子负责人吴春悦
表示。2017年8月，招商团队第一
次与甬矽团队接触。立足服务，招
商团队紧盯企业实际需求，开展

“菜单式”招商。通过在园区内部
仔细排摸，帮助找到合适厂房，解
决了甬矽团队头疼的生产基地问
题。2017 年 10 月，项目签约后，
中意宁波生态园由管委会分管副主
任牵头，落实综合服务局局长为该
项目的联系人，通过联席会议、现
场办公等方式，积极对接企业需
求，及时解决企业问题，使企业
安心落户在园区。

项目落户后，针对甬矽团队
核心成员多为外省人士的特点，
招商团队深入开展“妈妈式”服
务，通过购置人才公寓、建设员
工宿舍、协调员工子女入学等主

动式服务，全力解决员工后顾之
忧。

改革助力企业落户。中意宁
波生态园通过提前辅导、专人跟
踪等手段，将注册、审批等程序
缩短到 3个月。“集成电路行业竞
争激烈，市场瞬息万变，管委会
主动靠前服务，抢抓审批速度，
让我们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吴
春悦说。

从 每 一 个 审 批 环 节 里 抢 时
间，在每一个施工周期中抢进
度。”中意宁波生态园管委会经济
发展服务局负责人说。投资 115
亿元的吉利余姚项目 2016年年底
注册，2017年2月份摘地，3月份
完成备案。项目在起跑阶段，审
批进度已是冲刺状态。管委会全
程跟踪服务，项目不断按下快进
键。“提前了解项目需求，通过
开通绿色通道、备案辅导和模拟
审批，最大限度压缩时间。”中
意宁波生态园管委会经济发展服
务局黄燕燕说，“一刻不松赶进
度 、 抢 工 期 ， 每 一 个 环 节 里

‘抢’出几天，积少成多，终于将
项目投产时间提前了18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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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不断优
化完善，产城不断融合……中意
宁波生态园，这片杭州湾畔的土
地正蜕变为宜居宜业的创业热
土。

按照产城人融合发展的理
念，生态园依托滨海环境优势，积
极打造通用航空小镇、健康养生
小镇和中意文化交流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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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招商引资的加速推进，
落地建设和投产项目日益增多，
在园区工作生活的企业职工将短
期内大幅增长。今年，生态园在园
区配套设施建设上继续加大投入
和建设力度，为企业安家落户和
生态园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除了加快完工交付企业职工
宿舍，生态园还将开工建设总投
资16.8亿元、占地200亩的意大利
文化交流中心商业配套项目，并
积极引进有实力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加快推出商住地块的开发建
设，启动实施幼儿园新建工程，不
断提升生态园生活配套的承载能
力。

金融服务是项目发展壮大的
“活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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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保障项目的建
设资金。”管委会招商部门有关
负责人介绍，管委会积极协调基
金公司、银行、租赁公司等，通
过成立产业基金、开展融资租
赁、参与股权投资等举措，帮助
企业解决前期建设资金短缺问
题，为大项目、大企业落户创造
更好条件。

同时，生态园在宁波率先启
动国有控股公司市场化转型，管
委会下属的中意控股有限公司成
为全市第一家完成市场化转型的
国有企业。此外，组建成立生态园
母基金、启迪针头投资基金，并充
分发挥河姆渡基金、约印基金、复

本金融和通商租赁等作用，更加
精准、更加高效、更加个性化地支
持符合园区产业发展导向的产业
项目。

随着园区深入推动产业链、
资本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互促共
进，目前产业圈、资本圈和人才圈
已基本形成。管委会实施干部素
质、管理服务和环境整治等三大
提升工程，使得园区干部队伍的
凝聚力、战斗力和执行力进一步
增强，服务企业、服务项目的能力
水平进一步提升。

为加快“大湾区”开发建设，
吸引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人
才、商务、资本等优质资源，创新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生态园在上
海虹桥商务中心购置办公楼宇，
作为园区在上海招商纳才的桥头
堡，力争成为宁波、余姚融入上海
的加速器和城市名片。

服务已成为中意宁波生态园
的“王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召
集招商、经济发展、生态促进等部
门，提供“一对一”“全方位”服务；
对项目落地时间、建设用地等进
行评估，明确各自任务，尽量缩短
企业注册落户、摘地、规划建设的
周期；破解企业在资金、市场、人
才、创新、营销等方面的问题，积
极为企业办实事，营造一流的发
展环境。

世界注目长三角，未来聚焦
杭州湾。站在新的起点上，中意
宁波生态园正抢抓新一轮发展
机遇，推动经济社会新一轮跨
越。“我们将紧紧把握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和我省大湾区建
设的战略机遇，精细安排园区的
开发建设时序，全面开展国际产
能合作，加快集聚全球创新要
素，积极开展产业链招商，强化
服务配套，加快产业集聚。加大
力度、加快进度，努力把园区建
设 成 为 前 湾 新 区 的 前 沿 阵
地。” 中意宁波生态园主要负
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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