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俞永均

大聚焦·FOCUS

7-9

7 NINGBO DAILY开放周刊·大聚焦
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俞永均

电子邮箱/377508100@qq.com

开往高质量发展的“宁波号”经济列车
——回眸2018·六争攻坚一年间

昨天，全球首批产业化降温薄膜在奉化
下线。不到一年时间，这个世界级降温薄膜
项目在宁波完成了注册落地、开工建设和建
成投产三个阶段，让“2017年度全球物理学
十大突破”之一的辐射制冷超材料技术在中
国实现产业化。

11月20日，我市与上海交通大学在上
海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仅过了12天，
上海交大宁波人工智能研究院就在海曙区
揭牌，将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宁波集聚转
化，孵化培育一批具有核心创新力和市场竞
争力的人工智能科技企业。

……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站在

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起点，宁波发出了“六争
攻坚、三年攀高”的动员令。这一年，“宁波
号”经济列车克难攻坚，在高质量发展的新
航道上勇毅前行，财政收支、港口吞吐、外贸
进出口、居民收入等各项指标均保持较好增
长，预计全年GDP总量将超过1万亿元，正式
跻身“GDP万亿俱乐部”。

六争攻坚，项目为先。根据市委办公
厅、市政府办公厅 《关于开展“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行动的实施意见》，项目争
速就是要聚焦重大优质产业投资、重大基
础设施投资、重大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投
资等重点领域，按照前期攻坚一批、开工
建设一批、推进在建一批、竣工投产一批
的要求，抢时争速上马建设一批好项目、
有质量的大项目。

一年来，全市各地各部门从马不停蹄
“抢起来，争起来”，到昼夜不息为项目落
户、投产营造最优环境，奏响了项目争速
的宁波版“大合唱”——

以上海交大宁波人工智能研究院为
例，11月20日，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
栅洁出国当天傍晚赶到上海交通大学会
谈，第二天双方工作专班就为项目的落地
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对接、洽谈。“12 天
中，加班是常态，整个专班中午顾不上休
息，晚上也要加班到十点多。”市科技局相
关负责人说，为了项目顺利落地，双方除
了面对面的洽谈，微信、QQ、电话也是
24小时联络不断。最终，所有的细节直到
签约前一天才敲定。

这样的故事，2018 年在宁波并不鲜
见。昨日下线的世界级降温薄膜项目，从
第一次会面到决定落户宁波仅用了 5 天，
从签订框架协议到完成企业注册历时 1 个
月，被媒体誉为招揽百亿级平台的“宁波
速度”“宁波效率”。

一年来，一批好项目、大项目接踵而
至。今年前 11个月，我市新设 （增资） 境
外世界500强企业项目9个，其中过亿美元
投资项目达5个，包括总投资1亿美元的泰
国正大集团投资的正大谷瑞机电有限公

司、总投资3.5亿美元的日本爱信精机投资
的浙江吉利爱信自动变速器有限公司等。

宁波工业基础雄厚，拥有绿色石化、
装备制造、新材料、汽车制造、家用电
器、电子信息制造、文具模具、纺织服装
等八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是全国三大家电
产业基地、三大服装基地、七大石化产业
基地和七大新材料产业基地之一。

新时代，宁波如何抓住“中国制造
2025”的发展契机和信息经济风口，实现
从工业大市向工业强市的跨越？为此，我
市提出了产业争先的新思路，就是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推进产业高新
化、创建“中国制造 2025”国家级示范区
为总抓手，实施好“三强三先”产业争先
三年行动计划，力争未来三年规上工业增
加值年均增长 10%以上、新增总量超千亿
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
业占比分别在 50%以上和 30%以上，基本
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现代
化经济体系。

这一年，我市以“246”现代产业集群
为突破口，全力打造绿色石化、汽车制造
业等 2 个万亿级产业，高端装备、电子信
息、新材料、软件与工业互联网等 4 个五
千亿级产业，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家
电、纺织服装、集成电路、文化 （教育、
体育） 等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特别是数字经济方面，我市正在修订
完 善 《 数 字 宁 波 建 设 规 划 （2018-
2022） 》 和 《数 字 宁 波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8-2020）》，将重点围绕数字产业化
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做好宁波数字经济
发展的文章，争取到 2020年数字经济总量
超5000亿元。

争分夺秒干起来

在经过数月的项目形式审查、专家评
审和实地调查后，日前，市科技局对外公
布了宁波市“科技创新 2025”八个重大专
项第一批拟立项项目 （课题） 名单，涉及
高性能电机与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与高
端装备、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

实施 120 多个“科技创新 2025”重大
专项，获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全年引
入9家高水平大院大所，启动建设8家省级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出台“科技新政 46
条”……这一年，宁波“科技争投”频频
发力。

9 月初，世界顶尖机器人专家、香港
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团队与海曙区签署了

“两院一园”总部基地项目，将建设宁波智
能技术研究院、宁波智能技术学院和清水
湾 （宁波） 智能产业园。

9 月份也是宁波“科技争投”的加速
推进期，短短一个月，先后引进了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宁波创新研究院、机械科学研

究总院南方中心等重点项目。
11 月，《中共宁波市委 宁波市人民

政府关于推进科技争投高质量建设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的实施意见》 正式出台。该
意见提出，通过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推进全市创新能力迈入全国第一方
阵，率先建成引领型国家创新城市，力争
到 202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到 3.2%，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达到 2600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
3000 家，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在 40000 件
以上。

科技争投带动了全市创新氛围大提
升。今年前 10个月，全市专利授权总量达
37038件，同比增长 33.2%，其中发明专利
4477件，同比增长 2.1%。在国家、省级专
利奖评选中，宁波一批企业脱颖而出。其
中，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的“洗碗机

（水槽式 Q6） ”项目荣获中国专利外观设
计金奖，宁波讯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

心无旁骛搞创新

专家指出，六争攻坚关键在于
争，要以只争朝夕、雷厉风行的高
效作风抓落实，以实绩彰显作为和
担当。

这一年，我市各级干部坚持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良
好作风，争速度，争效率——

市发改委第一时间制定“项目
争速”攻坚行动工作方案，下发了

《2018 年宁波市重大前期项目计
划》《2018 年市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计划》《2018 年宁波市省市县长项
目清单》等重大项目计划，全力以
赴抓好37个省市县长项目、122个
市重大项目前期、197 个市重点建
设工程、92 个宁波市集中开工项
目以及具有战略性引领作用的新招
商项目。

宁波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招商
引资团队以优质服务引进重大招商
项目，不到 3个月的时间争取到美
的联城住工科技重大项目落户梅
山，引进全球知名物流龙头企业丹
马士环球物流项目；

余姚阳明街道专门设立 5个攻
坚小组，集中 16 名精干人员，选
调增配 4名年轻干部，全力推进城
西区块“清零”攻坚，为智能光电
特色小镇建设顺利推进扫除障碍；

宁波电商经济创新园区经济合
作局实行“精准化”招商服务，短
时间内帮助全国生鲜电商排名第一
的美菜网解决仓储经营难题，推动

1.78亿美元外资落地，并推动美菜
“千城”计划8大子项目落地；

……
眼下，一座城市的竞争力还取

决于其软环境的建设，城市美不美
关乎其受国内外投资者和人才的青
睐程度。

城乡争优，就是要积极对接省
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
设，主动对标国内外先进城市，深化

“拥江揽湖滨海”城市空间布局研
究，推进城市国际化、建设品质化，
实施好“一统三强五提升”攻坚行
动，使宁波更加精致、更有品质。

这一年，我市坚持以“有机更
新、城市双修”为理念，对标杭
州、深圳等全国先进城市，全力推
进我市海绵城市创建、城市双修、
城市设计、老旧小区改造等全国试
点工作。以道路提升为核心，科学
合理谋划街区有机更新，全面加快
城市生态修复、城市功能修补，建
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幸福之城。

2018 年，全市共启动 27 个老
旧小区的改造工作，改造建筑面积
100 多万平方米，涉及 2 万多户业
主；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提前攻克
多个工程节点；昨日起，北环高架
断点打通，实现全线通车……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回眸
2018， 我 们 激 情 满 怀 ； 展 望
2019，“宁波号”经济列车运行更
加稳健。

雷厉风行抓落实

“一种多片共振片的窄型声磁防盗
标签”等 5个项目获中国专利优秀
奖，万华化学 （宁波） 有限公司的

“导流管型射流反应器及利用该反
应器制备异氰酸酯的方法”获省专
利金奖。

这一年，我市牢固树立科技是
核心竞争力的思想，认真贯彻省委
创新强省、人才强省的决策部署，

敞开怀抱吸引各类人才来甬落户。
市委人才办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全市新增各类人才 11 万
人，同比增长 22%，总量超 230 万
人；新增高技能人才 2.3 万人，总
量达 39.8 万人；接收高校毕业生
数 、 迁 入 户 口 数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0.9%、30%，均创近年来最高增
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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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争攻坚有我一分力。（傅红意 摄）

智能汽车小镇。（竺仕宝 摄）

这一年，开放周刊对六争攻坚进行了浓墨
重彩的报道，让宁波高质量发展的未来图景愈
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