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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000517）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00683）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830）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600857）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600884）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600724）

宁波富邦精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768）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51）

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600798）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00152）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177）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 （600130）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600366）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537）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114）

龙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00491）

宁波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982）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002048）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2062）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2103）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002119）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002120）

天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00212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02142）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002164）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2322）

宁波 GQY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300076）

宁波双林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300100）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00118）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002473）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601018）

宁波先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163）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01137）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601116）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2586）

宁波三星医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01567）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601789）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300307）

宁波戴维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300314）

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601339）

海伦钢琴股份有限公司 （300329）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00699）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603606）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603088）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603788）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603997）

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3015）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1689）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439）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300441）

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3726）

宁波横河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539）

宁波海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601882）

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566）

日月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603218）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603877）

宁波天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03266）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603677）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03637）

华瑞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300626）

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603178）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03538）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03081）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00666）

君禾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603617）

宁波旭升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03305）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002896）

宁波创源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00703）

宁波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603076）

爱柯迪股份有限公司 （600933）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727）

乐歌人体工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729）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3917）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603297）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2937）

宁波水表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03700）

锦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763）

宁波容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8005）

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3662）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8299）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3195）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3949）

宁波金田铜业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601609）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839）

宁波长鸿高分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5008）

宁波卡倍亿电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00863）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5255）

浙江瑞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88215）

宁波大叶园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300879）

宁波迦南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00880）

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300893）

浙江长华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605018）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003025）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5228）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953）

宁波恒帅股份有限公司 （300969）

浙江野马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605378）

宁波德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5117）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300998）

宁波色母粒股份有限公司 （301019）

宁波100家A股上市公司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宁波股权交易中心立足本地，打造优质企业成长“梦工场”。

甬兴证券依托宁波产业基础甬兴证券依托宁波产业基础、、金融生态和营商环境金融生态和营商环境，，为资本市场改革提供新动力为资本市场改革提供新动力。。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在中国证监会等部委指导下，甬兴证券
成功落地，补充了宁波金融机构版图缺失的
关键一环。各界对甬兴证券寄予厚望：“对宁
波金融生态体系而言，甬兴证券不仅仅是一
家证券公司，而是集聚各类中介机构和金融
配套资源、推动地方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据悉，甬兴证券将实施“三步走”发展战
略，即奋斗三年，成为一家有特色的中等规模
券商；努力六年，成为一家有价值的上市券商；
发展十年，成为一家有竞争力的品牌券商。

设立本地法人券商不容易，办好本地法人券
商、交出高质量金融改革创新成绩单更不容易。

未来，甬兴证券将按照“运行市场化、管理
现代化、人才专业化、股权多元化”的原则，
依托宁波在产业基础、金融生态和营商环境
上的优势，“立足宁波、辐射长三角、面向全
中国”，稳步拓展业务布局，为客户提供多元
化金融综合服务，努力成为资本市场改革发
展的生力军和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争取在宁波这个‘单项冠军之城’打造证券
业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建设成服务实体经
济和区域发展的特色精品券商。”谈及未来，

倪炜信心满满。
宁波金融业在高质量发展和改革创新上

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面临着金融供需结构
性矛盾较为突出、金融改革试点创新力度和
深度有待加强、金融发展生态环境待优化等
问题。

宁波“十四五”规划提到，未来五年，
宁波将高水平建设国家级普惠金融改革试验
区和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推动融资畅通工
程迭代升级，实质性推进与沪深交易所、新
三板、境外资本市场对接合作，建设国际化
程度高、辐射范围广的产业金融创新中心和
区域性金融中心。

“十四五”期间，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将突出
党建引领，全面提振党员干部“争先、创优、进
位”精气神，以数字化改革赋能金融创新，以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争规模、争进度、争满意度”。

区域性股权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
“塔基”，在孵化培育中小微企业、提升拟上
市公司质量、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宁波市唯一的区域
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宁波股权交易中心将

抓住全国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契机，勇
担试点新使命，当好创新探索者。一方面积
极配合证监会和省政府，推动建立“央地联
动、省市共建”机制，进一步深化与沪深交
易所、新三板等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合作联
系，共建服务基地和专项服务机制，打造上
市预科班；探索建立挂牌企业升入新三板的
绿色通道，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间的互联互
通。另一方面结合甬股交发展实际和我市资
源禀赋，研究提出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健康
发展的“宁波解法”：加快构建政策普惠、
专项服务、融资引智、资源整合等全方位的
企业培育服务生态圈；打造以甬股交为核
心，四板基金和风险资金池为两翼，规范培
育、股权托管、融资引智、数字化管理等多
个载体健康发展的“一体两翼多载体”发展
格局；搭建惠企政策云平台，建设记录企业
成长数据的企业成长库、集聚资本市场专业
人才的企业人才库、赋能诚信经营的企业信
用库，提升数智化服务能力。

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
助力宁波金融高质量发展

对宁波这座 GDP 破万亿元的经

济大市而言，未来将如何撬动资源

推动更多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宁波

金融业如何助力宁波建设“现代化

滨海大都市”？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党组书记倪炜表示，“十四

五”期间，宁波金融将以党建为引

领，全力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助

推宁波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张正伟 徐卓蔚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