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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贴政府贴心服务心服务 产业发展迈步产业发展迈步

宁波杭州湾宁波杭州湾新区新区：：
服务争效争出高质量发展好服务争效争出高质量发展好““气色气色””

记 者 黄 程 杭州湾新区报道组 赵春阳
杭州湾新区报道组供图

烈 日 炎 炎 ， 酷 暑 难
耐。在宁波杭州湾新区，
各大项目的建设和各大企
业的生产并没有停下脚
步。滨海新城、梁周线北
延及滨海二路项目、宁波
科学中学新校区、宁波教
育学院二期工程、吉利年
产 30 万辆 PMA 纯电动汽
车项目，上汽大众、吉利
汽车、方太集团、嘉乐电
器、惠康国际……连日
来，宁波杭州湾新区党工
委、管委会领导干部分头
前往多个重大项目建设现
场和区内多家企业单位，
慰问高温下劳动建设者的
同时，详细询问了解高温
下企业生产、项目建设是
否遇到难处，把服务送到
一线。

年初，新区出台“服
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
层”，在开展“三服务”同
时，深化《宁波杭州湾新
区企业服务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建立处级以上干部
联企长效机制。党工委、
管委会领导班子带头，与
24家企业建立联企结对关
系，92名处级干部与 92
家企业一对一联系结对。

据统计，仅二季度，
新区处（镇）级以上干部
累计走访调研企业近 460
家次，收集问题和建议
204个，实际解决问题80
个；进村、赴基层走访调
研 150 余次，向基层干
部、普通党员、村民等征
集困难和问题75个，实际
解决50个。

“新区坚持问题导向、
效果导向，以最优的政
策、最好的服务、最强的
要素助推企业发展。”宁波
杭州湾新区管委会有关负
责人说。在服务企业方
面，新区还部署开展了企
业服务专项行动，帮助企
业解决实际困难，提振企
业发展信心，营造企业稳
定发展、创新发展、转型
发展的良好环境，进一步
强信心、稳预期、促发
展。政府倾情服务加上企
业奋发努力，新区各大产
业陆续涌现出一批闪亮

“新星”，为区域高质量发
展添亮色。

从首次考察到顺利投产，短短
171 天，宁波云德半导体材料有限
公司用实际速度响应了新区数字经
济产业抛出的橄榄枝。去年 11 月 1
日，宁波云德开启了新区的“产业之
旅”，今年 4 月 21 日，云德拉开了产
线电闸，企业正式投产。作为产业园
第三家正式投产的企业，云德刷新
了此前群芯微电子的速度纪录。

“抓速度就是抓效益，面对时下
炙手可热的数字经济产业，尤其要
大干快上。”宁波杭州湾新区数字经
济产业推进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告诉
笔者，云德的加盟，不仅提振新区发
展数字产业的信心，更昭示着新区
对待项目方的“求贤若渴”。

三顾茅庐常常在指挥部上演，
为了充实宁波杭州湾数字经济产业
园的底气，指挥部不断祭出巧招、妙
招。“包括群芯、德珂泰、云德在内的
重点项目，我们都实行项目专人负
责制，通过全程模拟项目实施过程，
梳理出存在的问题，采取部门联动
的方式迅速落实解决方案。”该负责
人表示，为了成为项目落户的坚强
后盾，指挥部的各个成员甚至成为

“电管家”“水管家”“装修工”，全程
为企业做着“保姆式服务”。

“石英产品在半导体制造过程
中是个关键产品，目前国内还没有
一家获得认证的内资企业在生产，
我们对标的是国际型企业。”日前，

笔者走进宁波杭州湾新区数字经济
产业园内的宁波云德半导体材料有
限公司，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除石
英产品外，云德还将涉足碳化硅、氧
化铝等半导体材料，力求两年内完
成全球主要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的认
证工作，达产后剑指年产 3 亿元的
销售目标。

据介绍，云德研发制造的高纯
石英产品，凭借高纯度、耐高温、低
热膨胀性、化学稳定性强等优良性
能被广泛应用于半导体芯片制造的
多个关键工艺中，是集成电路芯片
制造过程中的关键消耗件。当前，企
业已拿到价值 1亿元的海外客户订
单，还与国内多家客户深入洽谈，预
计今年可实现销售2500万元。

“培育发展数字经济产业是宁
波杭州湾新区的一项战略布局，围
绕汽车终端、家庭终端和移动终端
三大终端融合发展，计划通过 5 年
时间，累计引进不少于 30家数字经
济产业研发机构和不少于 100家数
字经济产业生产企业。”宁波杭州湾
新区数字经济产业推进指挥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截至目前，共有群芯
微电子、德珂泰、广奕电子等 15
家企业签约入驻产业园一期，总投
资 46.02 亿元。在产业园一期厂房
实现90%的签约落户率基础上，产
业园二期也于年初开工建设，主要
建设生产厂房、研发中心等。数字
经济产业园配套学校、邻里中心等
混合社区也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

“保姆式服务”为数字经济产业提供加速度

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给
企业带来不少困惑和困难。“越是这
个时候企业越需要帮扶。”宁波杭州
湾新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新
区出台了《宁波杭州湾新区稳出口
稳企业稳就业工作方案》，精准聚焦
存在经营困难的企业，实行委领导
和部门主要负责人专项结对帮扶。
方案出台以来，专项结对帮扶领导
共走访企业 33家次，实际解决问题
20个。

“在未来发展中企业要进一步
认清形势、坚定信心，越是激烈多变
的国际贸易环境，越是要保持定力、
未雨绸缪，在做优产品、提升产品竞
争力、开拓市场等方面下好苦功，在
危中求‘机’，进一步在市场竞争中
站稳脚跟，实现逆势增长。”在惠康
国际开展“三服务”时，党工委、管委
会主要领导除了给出明确的方向性
指引，同时也明确表态：新区将为企
业发展提供最全要素保障、创设最
优营商环境。

惠康国际主要生产冰箱、冷柜、
制冰机等，是我国最大的制冷家电
出口企业之一。其中，公司生产的小
型冰箱在美国同类产品中市场占有
率达 29%，家用小型制冰机全球市
场占有率达 35%，美国市场占有率
达70%，且美国市场需求旺盛。

“做优产品、提升产品竞争力”。
正是在企业敏锐的市场研判和新区

“三服务”指引下，惠康产品具有不
可替代性，因此，在美国关税制裁中
申请豁免成功。

几年前，专注精密特种制冷产
品的惠康国际研发出的家用制冰机
在欧美市场“火”了一把。随着企业
转型升级和产品结构调整的需要，
惠康国际通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发

现，欧美消费者普遍热衷于冷饮品，
然而普通冰箱、冷冻柜的制冰速度
太慢，无限量、快速化制冰成为潜在
的消费需求。

在这个全新的领域，惠康国际
的技术团队开始攻关。速度是首先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不断研发
革新更强劲的制冷系统，出冰时间
从 15 分钟缩短至 6 分钟至 8 分钟。
智能是另一个关键，公司设计出独
立的感温系统，有效识别客户需求，
指定程序运行特定要求……越来越

“聪明”的制冰机，投产后快速打入
北美大型超市，第一年销量便突破
10万台。

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贸易
形势，惠康国际早就未雨绸缪。一方
面，加速市场结构调整，产品逐渐销
往东南亚、韩国、欧洲等 40 多个国
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在天猫、京东
等电商平台设置了沃拓莱、惠康两
个旗舰店，转战国内市场。此外，还
加速了新产品的迭代更新。如今，复
古型冰箱、化妆品冰箱、家用冰激凌
机、无人新零售设备等细分领域的
成功试水，已为惠康国际再添一片
新蓝海。在“6·18”当日，惠康国际旗
下惠康和沃拓莱两大旗舰店总成交
额位列同类产品电商排行榜首位，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38%。

作为一家外贸型民营企业，惠
康国际是广交会的老主顾，在展位

“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新区商务局
积极申请，给予惠康更多展位支持。
与此同时，新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更好扶持上市企业，新区已
成立企业上市挂牌及并购重组工作
领导小组，积极做好企业发动、筛
选、培育过程中和上市挂牌后涉及
的氛围营造、意识引导、障碍破解、

事项办理等各项工作。
作为宁波市“246”万千亿级产

业集群建设之一——万亿汽车产业
的中流砥柱，宁波杭州湾新区如何在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未来迎来传统
汽车制造业的迭代升级？无疑，智慧
汽车基础设施是其发展的基础要素。

5月10日的龙湾论坛上，杭州湾
智慧城市国家级示范项目签约。新区
作为住建部指定的城市智慧汽车基
础设施和机制建设重点试验范围，在
前期依托吉利汽车全球研发总部进
行“路、车、云”的基础设施建设后，将
试点区域扩大至滨海新城部分市政
道路，同时将相应道路进行智能化改
造，提高试点车辆行驶速度。

宁波市智慧汽车基础设施及机
制建设试点项目计划今年 8月份完
成住建部试点验收，时间紧、任务
重，滨海新城指挥部在开展“三服
务”中，积极协调铁塔公司，在 6 月
底前完成试点二期范围内 9 个 5G
宏站、12 个 5G 微站安装，并完成试
点二期咨询及 EPC 项目招投标，多
次与市住建局、吉利研究院、电动汽
车百人会、星云互联等单位沟通，及
时完成试点二期技术实施方案送审
稿，施工图纸完成后协调开发建设
公司、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施工。

不久的将来，新区内的试点区
域将成为全球首个集 V2X+5G、边
缘计算、交通数据服务平台、高精度
地图、高精度定位的区域，并成为面
向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和自动驾驶
等应用领域的综合性示范区，将可
实现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汽车国内首
秀。

智能驾驶所带来的产业变革，
必将引领新区 4000 亿汽车制造产
业迈向新蓝海。

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开拓新蓝海

致力于解决打印材料的成本、
质量问题，全力帮助 3D 打印量产
化。日前，宁波杭州湾新区复旦杭
州湾科创园企业尚材三维成功突破
了 3D 打印粉末技术难题，解决了
当前金属粉末制备行业核心瓶颈，
项目产业化后可将粉末价格降低
50%至70%。

在金属增材制造领域，我国设
备端已经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但
在金属粉末领域仍然滞后，面临材
料选择局限性较大、高性能材料严
重依赖进口等现状。由于金属 3D
打印粉末材料技术壁垒高、生产困
难，导致市场产量严重不足，价格
自然居高不下。

供 3D 打 印 机 使 用 的 金 属 粉
末，是将金属棒高温熔化，然后再
气雾化及冷却制成，原材料价格不
太高，但产品售价高昂，是一门高
附加值的生意。这其中，钛合金粉
末在金属零件 3D 打印产业链中是
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最大的价值所
在。

尚材三维创立之初就致力于从
3D 产业链上游来解决困扰业内已
久的原料成本问题。“说白了，3D
打印机已经有了，但是目前打印东
西的粉材成本太高，不降成本，批
量应用永远无法落地。”尚材三维
自主研发的真空感应雾化技术的核
心设备为气雾化装置，通过对工艺
配套设备进行改造升级，细粉率从
30%提升至 60%。上半年，公司挂
牌宁波股权交易中心，这与新区

“凤凰行动”密不可分。
“‘凤凰行动’新区计划是一

项保障和扶持企业运用资本市场发
展壮大的有机工程，它贯穿了企业
从孵化到上市并购的整个成长周
期，不仅支持大中型企业规范发展
做大做强，也鼓励孵化期企业和小
微企业拓展融资渠道，缩短发展周
期。”新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此，新区发文公布了首批拟
上市企业及上市后备企业，今年以
来已开展资本市场培训 3次，协调
解决拟上市企业资产吸收合并事项
2件，牵线资企交流40余家次，促
成科技贷款1笔。

截至目前，已有 22 家企业插
上“凤凰行动”的翅膀，成功“结
缘”甬股交，累计融资 1.97 亿元，
覆盖集成电路、医药科技、电气设
备、信息技术、智能系统、3D 打
印等尖端领域。

服务也是生产力，在“三服
务”的驱动下，新区招商引资一骑
绝尘。1 月至 7 月，新区共引进吉
利-爱信变速器合资项目、默沙东
动保产品生产研发基地、丰树国
际产业园、华强中华传统文化产
业园、文创宜居等 26 个项目，合
计总投资 555.86 亿元。其中，产
业项目总投资 263.26 亿元，占比
47.36%， 主 要 集 中 在 数 字 经 济 、
生 物 医 药 、 新 材 料 、 汽 车 零 部
件、装备制造等领域。此外，今年
新区已落户 3 个世界 500 强企业投
资项目。

“凤凰行动”助力
初创型企业展翅高飞

商务新城区。

宁波群芯微电子有限公司车间。

吉利PMA项目建设现场。

宁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园项目签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