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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优势创新机制依托优势创新机制 时不我待时不我待““争争、、抢抢、、拼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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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新兴产
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上周，在
全市抢抓机遇加快重点领域新
兴产业发展部署视频会上，我市
奏响了向新兴产业进军的“冲锋
号”。

杭州湾新区作为支撑全省
重点产业发展的主引擎、助推宁
波走在前列的发动机，是发展主
力军。围绕宁波“246”万千亿级
产业集群建设和重点领域新兴
产业发展，新区拥有坚实的产业
基础优势和体制机制优势，面对

新使命、新机遇，新区有能力、有
责任发挥好引领作用。

人勤春来早，奋蹄赶秋实。
即使在受疫情影响时期，杭州湾
新区“争、抢、拼”的步伐仍然没
有停歇。疫情防控期间，新区引
进奥拉芯片设计、金业汽车车
灯、赛诺机械制造等项目，加上
此前落户的吉利汽车等相关项
目，今年以来，新区共签约落户
8个项目，总投资近200亿元，主
要包括总部经济、芯片设计、汽
车零部件等产业。

记者 黄程 杭州湾新区报道组 赵春阳 卓松磊 黄贲
杭州湾新区管委会供图

“Good evening！宁波杭州
湾新区交通便捷、产业基础扎
实、城市配套完善、人才供给充
足，非常适合贵集团的项目落
户。春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希望能够与贵集团来一场春天般
的美丽合作。”3 月 18 日上午，
在一场与外商的云招商视频洽谈
会上，由新区主要领导带队的招
商团向万里之遥的外商发出诚挚
邀约，欢迎外商项目团队适时来
杭州湾新区实地考察洽谈，并尽
快签订意向协议。

这场“屏对屏”会议的背
后，涉及一个新兴产业重点项
目。原定于 3 月 13 日晚召开的云
招商视频洽谈会，受当地疫情影
响被迫终止。本着抓招商就是抓
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宁波杭州湾
新区站前一位，服务不停，一直
与该项目团队紧密联系，最终敲
定于 18 日上午重新进行洽谈。

招商引资没有空当期，非常
时期有非常手段。前不久，在全
市重点项目网上签约会上，总投
资超 17 亿元，涉及汽车关键零
部件与数字经济领域的两大项目
签约落户新区，为新区大开发大
建设再添新动力。

“双战”当前，新区招商引
资一直在路上。面对新形势、新
变化，新区招商部门积极转变方
式、及时调整策略，以疫情防控

倒逼工作效率提高，落实招商专
员通过微信群、商务邮件、电话
等方式开展不见面招商和洽谈，
以“点对点”“线连线”“屏对
屏”以及“邮寄签”的方式，加
强项目跟踪与服务，推动各项重
点项目签约落地，实现疫情防控
期间项目不止步、服务不断供。

在对外“招大引强”的同
时，新区立足存量企业项目对内
挖潜。杭州湾新区投资合作局负
责人表示，一方面鼓励推动区内
企业再投资，抓牢企业增资扩
产、技术改造等项目服务工作，
保证积极获取信息、确保留在新
区；另一方面通过已有企业开展
以民引资、以商引商，形成同行
业集聚以实现更大的经济和集群
效应。“同时，充分发挥全员招
商的积极作用，形成新区人人都
是招商专员、事事都关乎招商软
实力的良好氛围。”

2020 年，新区紧盯重点领
域 新 兴 产 业 和 “1 （汽 车 产
业） + 3 （数 字 经 济 、 生 命 健
康 、 智 能 家 电） + 3 （通 用 航
空、新材料、文旅产业） ”产业
体系，围绕产业招商增长 15%以
上目标，按照省市部署，牢记新
区作为投资主战场所肩负的使
命，以虎口夺食的拼劲，全力以
赴抢机遇、抢项目、抢时间，切
实推动招商引资。

引——

招大引强，
聚焦新兴产业新项目驱动新动能

“在引进项目的同时，更要抓
好后续跟踪服务，让项目尽快落
地。招商部门在项目签约的基础上
再往前送一程，为项目单位和立项
审批、建设部门牵好线，做好项目
一对一移交工作。经发、建设等审
批部门要往前迈一步，盯牢签约项
目主动出击，通过优质高效的服
务，缩短项目前期准备时间，促进
项目早日成熟早日开工。”杭州湾
新区近日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传
递出明确的工作导向。

上周，记者在杭州湾新区的康
龙化成宁波园区里看到，施工现场
恢复了往日的繁忙，挖掘机不停作
业，工程运输车川流不息。据现场
负责人介绍，这里正在进行生命科
学创新基地项目土地平整工作，为
本月正式动工做最后准备。总投资
40 亿元的项目包括大分子药物研
发及生产服务平台和创新中心，未
来这里将集聚 5000 名中高端科研
人员，达产后年产值约 50 亿元。

康龙化成宁波园区如火如荼
的项目建设，是杭州湾新区开发建

设提速的一个缩影。随着疫情影响
逐步减小，日前，杭甬高速复线宁
波段一期工程庵东西互通塘渣填
筑施工现场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忙，
挖掘机、推土机不停作业，工程运
输车往返穿梭，施工场面火热。月
底，该工程将全面施工，进行主桥
梁的桩基作业。与此同时，十一塘
高速公路工程（一期）施工栈桥、清
华紫光产业园，吉利 PMA 项目、中
心湖隧道、复兴之路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等一批省市重点项目抢先复
工、开建，第一时间按下快进键。

记者从本月上旬召开的杭州
湾新区固定资产投资推进会上获
悉，今年，杭州湾新区计划安排建
设项目 346 个，总投资 1422 亿元，
当 年 计 划 投 资 256 亿 元 。瞄 准 目

标，新区相关部门立下“军令状”，
查摆问题、强化机制、挂图作战，在
问题中精准研判，加速项目落地，
加快建设进度，真正扩投资、增后
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全力争当
全市有效投资主阵地。

“项目争速，尤其要强化‘项目
图、问题图、亮灯图’挂图作战机
制。”新区重点工程项目推进办公
室负责人说，即将签约的产业项目
纳入项目图，倒排工期时序，明确
节点时间；对于项目推进中发现的
问题形成问题图，实施图标式管
理，限期解决；发挥项目红绿灯管
理制度，及时亮灯，按照亮灯图分
月、分季度对标检查，督促进度，确
保项目能落地、早落地、早见效。

当前，新区数字经济产业方兴

未艾，在杭州湾新区数字经济产业
园二期项目现场，园区的 43 幢单
体正处于内部装修阶段。“锚定 6
月份的竣工时间，我们将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只要工人全部就位，
各项工作就能更快地运转起来。”
二期园区项目负责人表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数字经济产
业园入驻企业，配套项目不断完善。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建设，数字经济
产业园配套小学项目主体工程于近
期竣工验收，目前正在进行附属设
施施工，预计 4月份可交付。该学校
总投资约 5000万元，学校建设标准
为六年制标准完全小学 18班，每班
45人，可满足约810人就读。

杭州湾新区数字经济产业推
进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新区
将依托数字经济产业园和中国移
动浙东产业园，通过引进整机龙头
品牌、关注产业链稀缺资源、引进
微笑曲线两端企业，打造全球新能
源智能网联汽车智造中心、中国智
能家电之都和华东地区最具影响
力的智能终端产业集聚基地。”

建——
项目争速，
以新区速度交出“六争攻坚”高分答卷

“优质高效的政府服务，是吉
利汽车源源不断将大项目落户新
区的重要原因。疫情防控期间，新
区的服务就是最好的体现。”吉利汽
车杭州湾基地有关负责人说，受疫
情影响，吉利汽车与各大院校合作
项目中的大量顶岗毕业生无法返
回，总计超过 1300 人。新区管委会
获悉该情况后，立即行动起来，打通
人员返回通道，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吉利汽车是宁波杭州湾新区
汽车产业的龙头之一。自吉利汽车
杭州湾基地落户新区以来，吉利集
团已有 10 多个项目落户新区，总
投资逾 600 亿元。

吉利汽车项目集群，不仅成为
新区汽车产业的龙头，助力新区在
全省汽车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还
将为新区在“5G+”领域带来新的
机遇。去年，吉利汽车与杭州湾新
区共同打造了宁波杭州湾智慧城
市国家级示范项目，目前，吉利汽
车研发中心周边已开通移动 5G 基
站，实现研发中心 5G 信号全覆盖。
未来几年，新区将投入 500 亿元，
打造全球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智
造中心。

同时，新区持续发力谋划 5G
领域新项目。据悉，中国十大集成
电路设计企业、全球第三大面向公
开市场的手机芯片设计企业和中
国领先的 5G 通信芯片企业紫光展
锐已经落户新区，将与新区内的汽
车电子、智能家电、电表制造等企
业开展项目合作，充分发挥双方优
势，实现强强联合、快速做大做强。
与此同时，紫光展锐将参与新区物

联网芯片 IP 平台公司及 SOC（系
统级芯片）公司建设，共同致力于
新区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研发
及应用项目的引进与合作，携手打
造智联网产业生态圈。

新区另一大新兴产业——生
命健康，同样在优质服务下快速成
长，形成产业集群。在麟沣医疗科
技产业园内，健世生物研发的经导
管介入三尖瓣置换系统颠覆传统

“开胸锯骨”的心脏手术方式，价值
上实现“半个拇指般大小的医用设
备换轿车”。产业园内，这样世界级
高精尖、高附加值的医疗器械设备
制造项目还有很多。麟沣医疗科技
产业园专注于国内外技术领先的
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
共孵化 20 家企业，拥有国际首创
产品 9 项、国内首创产品 20 项，去
年产值同比增长 260%。“之所以新
产品、新项目不断集聚，是因为新
区的‘店小二’服务让企业落户更
有信心。”一位企业负责人说。据了
解，为支持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新
区专门出台了扶持政策。

据悉，经过多年培育，新区已
落户相关企业 70 余家，总投资超
150 亿元。疫情发生后，新区企业
圣宇瑞生产的医用呼吸机专用面
罩供不应求，但由于流动资金的不
足，制约了企业产能扩大。了解到
企业资金需求后，新区商务局、财
政局紧急与农行新区支行沟通专
项再贷款事宜，第一时间为企业开
辟信贷绿色通道，农行新区支行在
2 个工作日内快速完成了 1550 万
元专项再贷款审批。

育——

俯下身子，
以优质服务打造新兴产业集群

省内唯一从事圆片级芯片尺寸封装测试的芯健半导体省内唯一从事圆片级芯片尺寸封装测试的芯健半导体。。

旨在建立全球最先进动保产品及研发基地的默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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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产业园是宁波“一号工程”的重要载体。

繁华的商务新城区繁华的商务新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