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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大引强选优招大引强选优
抢占高质量发展制高点抢占高质量发展制高点
——宁波宁波国内招商引资取得新突破国内招商引资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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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间的竞争，
不进则退、慢进也是
退”“唯有实现高质量
发展，才能形成新优
势、掌握主动权”。

创新思路、优化
模式、强势攻坚，今
年以来，宁波坚决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

“六争攻坚、三年攀
高”行动要求，深挖
招商项目资源，精准
服务对接招引项目，
千方百计推动项目落
户，吹响以项目建设
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
量发展的“冲锋号”，
国内招商引资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

奉化世界级降温
薄膜项目、吉利汽车
群项目、全国首条电
子纸产业化生产线高
世代氧化物TFT电子纸
项目、中芯国际项
目、中化国际膜材料
项目、腾讯云产业基
地 项 目 …… 统 计 显
示，截至目前，国内
招 商 引 资 项 目 695
个，实到资金 1118.6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33%，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的 101.69%。浙
商回归项目638个，实
到资金705.4亿元，同
比增长 24.16%，完成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的
85.44%。

“产业新则经济强”。产业转型
升级，是一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中之重。

在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
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宁波正以“产
业争先”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加
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
提出，宁波要主动对接国家大数据
战略，大力发展智能终端产业以及
软件、芯片、人工智能、大数据、
新材料五大智能支撑产业，使智能
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宁波要充分用好‘雁阵效
应’，举全市之力招引新产业的

‘头雁’。”市经合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宁波要精准发力，强化智能经
济、数字经济导向，紧紧围绕链式
招商，瞄准大型企业和标志性企业
关联度高、聚集效应强的大项目、
优项目，一旦引进落户，就能吸引
大量后续配套企业和项目进驻，从
而激活一个新产业。

今年以来，市经合局着力加强
职能优化调整，加大招商力量配
备，创新招商机制，强化主动出
击，突出精准盯引、联动招商，接
待客商 100多批次，直接推荐给各
区县 （市） 和有关园区优质项目
38 个，其中已工商注册落地项目
10 个、总投资 15 亿元，正式签约
项目5个、总投资90余亿元。以总
投资 80 亿元的全国首条电子纸产
业化生产线项目为例，从市经合局
了解项目信息、小分队洽谈对接到
正式签约落户鄞州仅一个半月的时
间，体现了招商铁军只争朝夕、雷
厉风行的高效务实作风。该项目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绿色教
育、物联网、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
用前景广泛，建成后年产值将在
140 亿元左右，推动宁波打造成为
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电子纸技术研
发中心和产业基地。

去年 8月，宁波牵手国内规模
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集成电路晶圆
代工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
造有限公司，共同建设规划面积
20 平方公里的芯港小镇。截至目

前，已有 9个集成电路产业项目确
定落户，计划总投资超 200 亿元。

“这些重大项目将有效促进宁波集
成电路产业链的整合，带动汽车电
子、智能家电、装备制造等产业快
速发展。”这位负责人表示。

以大项目、好项目为抓手，宁
波认准方向，发展新产业，引进越
来越多的“头雁”。

中化国际 （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和象山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
议，计划总投资 35 亿元，在象山
经济开发区建设膜材料产业生产基
地和膜研发创新中心，其产品反渗
透膜主要用于替代传统高投资、高
能耗、低效率的技术，在海水淡
化、电子半导体、煤化工、石油化
工、有色金属、市政用水等领域有
着广泛应用，产品市场规模可达百
亿元；

今年玄武岩纤维复合材料生产
项目落户奉化，项目包括设立宁波
航天鑫源先进材料研究院和打造产
业园基地，全部投产后可形成每年
不低于 15 亿元的产值，将为奉化
区的产业结构注入新活力，也将为
宁波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助力；

在杭州湾新区，吉利汽车群项
目正加快建设，包括吉利汽车研发
中心二期、三期项目，纯电动车、
高端新能源整车制造以及企业大学
项目等，总投资 295亿元。项目将
建设全球领先的安全碰撞试验室、
环境风洞实验室及动力新能源实验
中心等，预计引进研发人才 5000
人，未来中国汽车工业的“龙湾”
将在这里崛起……

以大项目、好项目为抓手，宁
波战略性新兴产业驶入发展“快车
道”。腾讯云产业基地项目、总规
模 115亿元的中国五矿集团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基金项目、中芯国际项
目、江苏南大光电光刻胶开发和产
业化项目、和利时工业云及智能制
造项目、上海天亿健康智谷产业园
项目……越来越多新材料、集成电
路、生命健康产业项目签约和落
地，为全市工业转型升级注入澎湃
动力。

扛旗国家战略
招引产业新“头雁”

“只有加快科技创新引领，才
能抢占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

今年以来，宁波积极推进“研
究院＋产业平台”的招商新模式，
一批高水平的创新资源要素加速集
聚。

宁波市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
“两院一园”总部基地、机械科学
研究院 （宁波） 南方中心、万华高
性能材料研究院、国科大宁波材料
工程学院、大连理工宁波研究院、
北航宁波创新研究院和宁波研究生
院……一批重大科创及战略产业孵
化项目和高端创新平台落地的背
后，是宁波政府鼓励企业、高校、
院所建立创新联合体，以技术性突
破带动新兴产业集群崛起的决心。

宁波肩负着为浙江乃至全国制
造业创新发展、由大到强探索新路
径的重要使命。此刻的宁波，对高
水平研发机构和科研人才的需求，
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

已成功孵化固高科技、大疆创
新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独角兽企

业的李泽湘教授团队，除了与市政
府签约外，还与海曙签署了“两院
一园”总部基地项目，与慈溪、北
仑签署了“两院一园”区域合作中
心项目，并计划与宁波工程学院、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大学科学
技术学院开展合作，通过人才培
养，助力我市机器人产业向中高端
加速挺进。

8 个人才项目，总投资额超过
10 亿元，其中 5 个是产业化项目。
就在两周前，一系列重大人才项目
在余姚落地。近年来，围绕“聚集
一批掌握核心技术，能推进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战略新兴产
业的领军拔尖人才，引进一批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由海内外高层次人
才领衔的科研和创业创新团队”的
目标，余姚大力推进产业化人才项
目引进工作，累计拨付政策资金
3.1亿元。

66 位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计划专家中，超过三分之二集聚
在新材料、智能制造产业；获得政

策支持或入选“姚江英才计划”的
人才项目中，有超过七成来自新材
料、智能制造领域。

在人才项目招引上，宁波创新
方法，“以人引人”。镇海就是一个
典型区域。

今年以来，镇海区专门聘请了
镇海中学校友、清华校友、高层次
人才等 17 名不同领域的教授专家
担任“招才大使”，为镇海的人才
生态“站台”“背书”，进一步扩大
镇海的引才“朋友圈”。据不完全
统计，该区八成以上入选各级人才
计划的人才项目均是通过“以才引
才”模式落户的。

被聘任为北京联络站负责人的
梅晓鹏，是清华校友总会研究部主
任，每年来镇海主持清华创意创新
创业大赛，累计为镇海引进清华人
才项目16个；西安联络站负责人万
松灵是西电宁波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西电宁波产业园总经理，累计
为镇海引进各级各类人才项目 26
个。

集聚创新资源 培育发展新动能

好项目、大项目永远是稀缺资
源、战略资源，必须四面出击找项
目。今年以来，宁波成立招商小分
队，瞄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等重点区域，加快引进高端、新兴
和带动能力强的重点项目，以及央
企国企、国内 500强、在外浙商甬
商中的重点企业和客商，高位推
动，全力出击。

强化招商平台是基础。今年以
来，我市大力拓展“宁波”系列招
商活动平台：成功举办宁波市国际
投资合作洽谈会暨重大项目签约仪
式，达成合作内资项目 49 个，总
投资 1303 亿元，投资 10 亿元以上
的内资项目 30 个，占到签约项目
总数的 61％；103 名海内外企业
家、机构代表被颁发“招商大使”
聘书；协同推进世界“宁波帮·帮
宁波”发展大会，签订内资项目
28 个，总投资 1198.7 亿元；参加
省浙商主办的“一体化推进 高质
量发展”上海专题活动，达成合作
项目13个，总投资246.5亿元。

上好项目、大项目，引进争取
是前提，高效落地是关键。今年以
来，我市各地加快创新招商模式，
加强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以最优
的服务降低企业投资的配套成本、
人力成本、融资成本等，为招引项
目开辟“快车道”。

鄞州，推行招商引资“五星服

务”，充分发扬“蚂蟥精神”，强化
选优选强。实施“企业首创零次上
门 、 一 天 办 件 、 五 星 标 准 ” 的

“015 服务承诺”，推行基本建设项
目“四联审批”服务模式和重大项
目代办制度，为落户企业提供“保
姆式”“妈妈式”服务，及时协调
解决企业落地过程中痛点难点。

奉化，“招引项目就如池塘养
鱼，除了好饵料还要好水体，不能
只拼政策，还要全力营造‘亲清’
政商关系”，围绕总部经济、文化
创意、教学医疗等九大新兴产业，
奉化成立了专业招商组，并在北上
深分别成立了招商工作站，“这并
非是把招商人员放在大海里，而是
让他们真正融入一线投资人圈子，
寻找好项目。”奉化区投资促进局
相关负责人说。

江北，突出对招引人的奖励，
最高奖励 100万元同时，围绕“靶
心”精准引进优质项目。今年，在
A股上市的金风科技把新设的资产
管理公司实体入驻慈城。持续跟踪
服务两年后，慈城最终抢下了这个
优质项目。“我们的金融项目入驻
小镇以来，深切感受到了慈城的诚
意和优质服务。在多方对比后，我
们选择把实体进驻慈城，在这里扎
根。”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在金风
科技带动下，上下游产业链陆续有
7家企业入驻慈城。

宁海，专门为招商项目组建服
务团队，建立微信工作群，提供全
天候实时跟踪服务；高新区，确定
上海张江跨国孵化平台等 7家大型
中介机构，大力推进委托招商；北
仑，成立优质产业项目扶持政策评
审小组，对落户项目以及享受政策
进行统一评审；慈溪，建立招商项
目专家评审机制，及时对招商项目
信息进行科学筛选……

有了好项目、大项目，就要一
刻不松抢工期、赶进度。今年以
来，市经合局围绕“项目争速”，
聚集聚力“项目落地”，建立完善
项目谋划、生成、推介、盯引、签
约、落地、建设全流程管理机制，
健全招商引资项目库、内资招引信
息库和内资签约项目库，加大重点
督促，细化管理服务。制定出台

《宁波市国内招商引资项目推进机
制实施办法》《重大在谈项目信息
资料保密管理规定 （试行）》 等
一系列服务管理办法，推动招商
运行高效顺畅。实施盯人盯企、
挂图作战，建立完善项目监管、
交 办 商 会 、 月 度 通 报 、 季 度 督
查、年度考核、责任追究等推进
机 制 ， 努 力 使 签 约 项 目 早 日 开
工、早日建成投用。与此同时，
健全浙商甬商日常联系机制，打好
感情牌、乡情牌，形成以商引商的
良好效应。

筑平台优服务 高位推动大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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