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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专精特新优瞄准专精特新优 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为宁波高质量发展提供为宁波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新高新””动能动能

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秦羽 文/图

新冠一“役”，宁波深刻洞察到产业发展的问题，决定瞄准五
大新兴产业，以数字之长补制造之短。

高新区作为宁波市创新创业的高地，一直以来，产业发展与科
技创新深度融合、梯度跃迁，在医疗健康、5G产业、数字经济等
领域涌现了一大批企业，形成了一支支撑产业倍增、促进动能转
换、引领未来发展的企业梯队，领跑宁波新兴产业的发展。

全市部署会后，高新区第一时间谋划制订了《抢抓机遇加快重
点领域新兴产业发展实施意见》。据介绍，实施意见结合区域产业
基础，梳理出未来高新区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以医疗器械、生物医
药、高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医疗健康产业；以工业互联网、物联
网、大数据为主要方向的软件产业；以在线消费、5G应用、智慧
物流为重点的数字经济等。

找准定位、踩准节拍，高新区已乘势摆下一盘新棋局。

疫情防控期间，高新区新兴
产业特别是医疗健康、数字经济
等领域的企业激流勇进，给各地
防控工作增添了利器：

宁波海尔施基因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的核酸检测已服务宁波
1.3 万家企业近 14 万名员工，为
企业复工复产装上一道“安全
阀”；

均普智能不仅让废弃的口罩
生产线“起死回生”，还自主研
发了智能化的口罩生产线；

医渡云为宁波市卫健委开发
的医疗健康大数据平台，为抗击
疫情精准施策起到了重大作用；

思骏科技的“作业家”绿色

智慧教育解决方案，成为宁波市 8
所中小学校近 3000 名学生与老师
实时课业互动的“好帮手”；

东华软件开发“甬康”微应急
平台，成为高新区企业复工人员管
控、口罩订购的重要渠道，在全市
得到推广；

康铭泰克助力湖北襄阳“移动
菜篮子”，解决了居民菜篮子和米
袋子的大问题，得到了湖北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推广；

德塔森特无偿援助西安“小汤
山”医院建设，MicroD 绿色智能
微型数据机房仅通过一天的调试就
能投入使用；

海大物联开发了企业动态复工

核验系统；
⋯⋯
事实上，除了疫情防控期间异

军突起的医疗健康、数字经济等产
业，高新区在“5G+”产业、工业
互联网等领域也可圈可点。

今年以来，宁波聚嘉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的 LCP 薄膜销售额已
超过去年全年。据介绍，LCP 薄膜
是 5G 天线及视频线的关键基础材
料，目前全球仅有 2 家日本企业能
稳定提供 LCP 薄膜，另有 3 家企业
有 LCP 薄膜的生产能力，聚嘉便
是其中之一。

“我们目前已与某手机厂商开
展深度合作，最快今年 6 月便可实

现 LCP 薄膜的量产交付。而随着
潜在客户的不断增加，我们已决定
在 2000 吨 LCP 膜级树脂生产线的
基础上，启动建设 1.2 万吨 LCP 膜
级树脂及 500 万平方米 LCP 薄膜生
产基地。”董事长王阳告诉记者，
公司有望成为全球第三家 LCP 薄
膜稳定供货企业。

“新兴产业企业活跃的背后，
是高新区各行各业多年来自主创新
的沉淀，是政府通过调整产业结构
来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
现。”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表
示。

以产业结构升级推进高质量发
展，目前，高新区高新技术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占规上
工业增加值的 91.4%和 75.9%。与
此 相 呼 应 ， 全 社 会 研 发 投 入 占
GDP 比重达 7.1%，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突破 200 件，规上工业研发
投入占比名列全市第一。

多点开花 新兴产业重构经济发展格局

随着首批 10 台服务器设备
安装调试的完成，3 月底，华为
宁波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将正式启
动运营。这个对宁波发展数字产
业举足轻重的创新中心，将促使
华为进一步加快推进鲲鹏计算产
业 生 态 和 5G 生 态 在 宁 波 的 布
局，共建孵化基地和生产基地，
支撑宁波工业互联网的高速发
展，助力宁波数字经济腾飞。

“目前，鲲鹏生态产业园初
步空间规划正在设计中，预计下
个月可以设计完成。我们也在谋
划研究鲲鹏生态合作伙伴入园系
列政策，近期即将出台。”宁波
软件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与此同
时，鹏霄服务器的生产也在紧张
谋 划 中 ， 预 计 今 年 5 月 底 6 月
初，宁波企业能采购到本地制造

的服务器。
华为鲲鹏生态产业园是高新区

今年全面推进建设“三大平台”之
一的宁波软件园建设的核心。除了
高标准建设华为鲲鹏生态产业园，
形成鲲鹏生态供应链企业集聚高
地，高新区还将加快推进甬创科谷
光电软件科技园、中发智能制造生
态产业园、东华软件数字经济产业
园等建设，力争建成 2 至 3 个与新
材料创新中心、智慧园联动呼应的
专业“园中园”。

生物医药产业是近年来持续快
速增长的产业。根据去年 4 月宁波
市发布的 《宁波市生物医药产业集
群发展规划》，宁波将打造千亿级
产业集群，高新区是三大支撑片区
之一。

“宁波国家高新区作为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创新、人
才、政策、资本等优势未得到充分
发挥。”高新区经发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高新区将深入推进生物
医药创新园建设，打造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引领区。

具体来说，生物医药创新园将
突出诊断试剂、医药新材料、医疗器
械等核心技术和细分前沿领域，高
起点谋划、高水平发展生物医药产
业。空间载体和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方面，重点推进盈升总部大楼和医
疗综合体、天益医疗等平台载体建
设，开工建设美诺华研究院项目，打
造全产业链的化药创新平台，推动
生物医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材料产业是宁波市的核心优
势产业。此前，宁波国家高新区

（新材料科技城） 被列入全省首批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创建名单，这
是宁波唯一获省政府批准创建的产
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也是全国首个
新材料领域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
巩固既有的产业基础、创新优势，
今年高新区还将深入推进新材料创
新综合体建设，打造高能级创新平
台集聚区。

以新材料产业创新服务综合
体建设为先导，高新区将加快推
进新型光电显示综合体建设，培
育更多优质创业服务综合体，使
高新区成为全市创新要素最密集
的创新综合体。

“通过宁波软件园、新材料创
新综合体、生物医药创新园‘三大
平台’建设，高新区将推动研发投
入、高端人才创业、知识产权创
造、科技成果转化、新兴产业培育
等工作持续领跑全市，打造全市创
新发展的主引擎，为宁波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发挥更有效的辐射带动
作用。”高新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
表示。

生态培育 “三大平台”布局发展新路径

“这笔资金来得太及时了，
本来公司账面流动资金只够发 4
月份的工资，现在不仅员工工资
有了保障，包衣产品的中试也可
以放大了。”3 月初，宁波西敦
医药包衣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了高
新精英计划的资助，总经理史楷
岐称“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政府对
科技企业在危难时刻的帮扶”。

西敦医药是高新区引进的高
端创业创新团队，研发、生产高
效环保的超细粉干法药物包衣技
术及设备。为克服疫情对企业的

影响，春节后，高新区对人才政策
申报随交随收、随到随审，一季度
惠及 49 家企业的 2400 万元资助，
将在本月底全部发放完毕。

人才是创新的原动力。近年
来，高新区围绕宁波市“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决策部署，扎实推
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宁波软件
园等重大平台建设，强化精准引
才，分类实施“高新精英”系列计
划。其中，既有以引进“246”产
业高精尖人才为目标的高新精英计
划，又有瞄准产业化成熟度高、社

会资本参与度高、市场销售预期高
的人才项目高新精英资本引才计
划，还有重点面向软件、人工智
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引进专业人才
的高新精英软件人才计划。

“我们针对高层次人才项目给
予资助，对高层次人才创办企业给
予房租补贴、贷款贴息补助、突出
贡献奖励，对于市级以上人才工程
团队 （项目） 给予配套资助。同时
给予高层次人才在安居、教育等方
面予以保障服务。”高新区人社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最近几年，高新

区每年人才政策经费投入均超过了
1 亿元。

在人才政策的基础上，今年高
新区还进一步完善、优化了科技政
策。据了解，调整后的政策强化对
科技创新平台支撑，重点支持高端
研发机构、产业技术研究院、孵化
器、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等载体建
设。同时，进一步推进高新技术产
业培育，比如支持创新型初创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高成长
企业、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和
重大自主创新产品的推广应用。

除此之外，高新区还通过支持
重大技术创新专项、企业研发投
入、专利保护等来提升区域核心技
术创新能力，并发展壮大科技服务
业等，推动全区迈入创新驱动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

政策加力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宁波聚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阳正在展示LCP薄膜。

宁波和利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思骏科技的“作业家”绿色智慧教育解决方案成为学生与老师实时
课业互动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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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国家高新区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