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最关键的是高水平的自立自强。

《规划》 指出，“十四五”时期，市属
国企将推进国有企业参与打造创新体系、
建设创新平台、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为优化我市创新生态、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规划》 明确了市属国企科技创新的
四大任务：合作打造开放式高能级创新平
台、加大新兴产业的布局投入、加大制造
业强基补链领域投入、推动国企开放揽才
产业聚智。

涉及的具体内容很丰富，包括承接甬
江实验室、创智钱湖、宁波软件园扩建等
项目，参与重大科研装置等创新平台建
设，打造多领域、全链条、高能级协同创
新平台；牵头推进宁波市制造业创新中心
建设，合力建设鲲鹏产业生态园，探索布
局涉及高端装备制造、智慧化轨道交通等

产业园投资运营；建立更多低成本、便利
化、开放式、共享型众创空间和虚拟创新
社区等。

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技创新，离不开
创新人才。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属国企将构建符合主业特征的人力资
源梯次结构。大力实施重点产业人才倍
增行动，“一企一策”开展设立人才发展
专项基金试点，加大中高端人才的引进
力度，把人才密度、创新强度作为重要
评价指标，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
的人才激励机制，探索扩大高层次人才
绩效奖励范围，充分运用股权激励、分
红奖励、企业年金等方式引进用好人才。
规范研发经费统计归集管理，研究企业创
新投资资本化方式，探索实施研发准备金
制度，提高国有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为进
一步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人才
支撑。

科技创新

增强国企产业创新引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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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十四五十四五””宁波国企发展新动向宁波国企发展新动向
记者 易鹤 通讯员 梁黎

天一广场、外滩步行街、轨道交通、绕城高速，还有大大小小

的桥梁……一大批拉动内需、惠及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社

会民生项目的背后，都有宁波国企的坚强支撑。

作为民营经济大市，宁波的市属国资国企，在建设重

大民生服务项目、城市功能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共同富

裕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龙头作用。

“十四五”时期，宁波国资国企如何更好实现高质量发

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哪些新动向？近期市发改委、市国

资委联合印发《宁波市市属国资国企“十四五”规划》，其

中都市开发、城市运营、结构优化等关键词，透露出今后一

个时期宁波国企发展的新动向。

长期以来，市属企业在城市基础设
施、民生保供等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了宁波绕城高速公路、杭州湾跨海大
桥、象山港大桥等交通基础设施，对城
市功能辐射提升有着巨大意义。宁波城
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开展旧城改造，先
后建设了宁波天一广场、月湖西区、南
塘老街、慈城古镇等标志性工程，大幅
提升了城市的功能和城市形象。

“十四五”期间，宁波国企将如何
在城市品质提升上大展拳脚？《规划》
明确，着眼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和都市
开发品质需求，积极参与重点区域开发
和功能提升，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
用、智慧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
设施体系，助力市域空间格局和城市功
能的整体跃升。

首当其冲的便是参与打造世界一流
强港。《规划》 提出，市属国企将从三
个方面发力：一是推进公路、铁路、机
场、运河、堆场、仓储等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二是参与
宁波舟山港建设国际集装箱物流、油气
产业链物流、铁矿石中转物流、煤炭集
散物流、粮油集散物流、跨境电商物流
等六大国际物流体系构建；三是助力打
造国际航运服务高地，补齐港航服务业
短板，促进港产城深度融合。

交通建设一直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和新动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2019 年 5 月出台的 《浙江省大湾区
大花园大通道建设行动计划》 中，明确杭
州、宁波要建成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作
为呼应，《规划》 提出，市属国企将加快
建设智慧高速公路体系；主动参与宁波铁
路枢纽建设，积极拓展通苏嘉甬铁路、甬
舟铁路等重大项目；统筹优化市域快速通
道网络，助力中心城区与前湾新区、南湾
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东钱湖区块、奉
化新城等重点区域交通联系，加快中心城
区至余慈、宁象、梅山等市域铁路建设，
实现轨道交通 2 号线二期、3 号线二期、5
号线一期等建成通车，推进轨道交通三期
建设，谋划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积
极推动全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实现
航空机场、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
路、城市轨道交通、常规公共交通等多种
交通方式无缝衔接。

在参与城市有机更新改造方面，聚焦
老小区、老厂房、老市场、老楼宇及城乡
接合部等低效空间，市属国企将积极参与
老旧街区、老旧小区、未来社区、农贸市
场、城市停车场等改造提升，参与实施城
中村改造行动计划，打造新型城市功能单
元。积极参与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加快
补齐租赁住房短板。统筹推进历史街区、
历史地段、历史建筑等历史文化遗存更新
保护，营造历史名城景观空间形态。扎实
做好公建项目代建，高质量完成市疾控中
心、游泳中心、华美医院、宁波市档案中
心、天一阁博物馆新馆等项目。

都市开发

打造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十四五’时期，市属国企的一项
重要任务，就是以提升城市品质、服务
社会民生、保障公共产品安全为目标,
聚力打造高质量城市运营生态圈，放大
国有资本公共服务和民生保障功能。”
市国资委负责人表示，国有企业对地方
的牵引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贡献上，更
体现在城市高质量运行的保障上。

大力发展新能源、推进能源革命、
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体系已经成为未来
能源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规划》 明
确，我市将完善现代能源供应体系，将
宁波能源集团打造成为长三角区域最大
规模的供热企业，推进城市燃气 （管
道） 整合一体化发展，谋划实施分布式
光伏、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氢能应
用等项目，创新能源组合供应及新技
术、新模式融合服务，为重点区域、重
点产业园区、城市公共建筑等提供高性
价比的综合智慧能源供应，用“绿色”
为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壮丽
图景打底。

在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上，市属国企
将稳步推进水库水源工程和连通工程建
设，提高水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加大
城乡供水一体化统筹，优化完善城市供
水体系，重点实施杭州湾新区自来水厂

新建、杭州湾新区给水管网系统优化改造
（一期）、姚江工业水厂扩建、中心城区供
水管网改造等工程。到“十四五”末，日
供水能力达 282 万吨。同时推进全市涉水
产业一体化运营管理，形成集蓄水、输
水、制水、供水、净水、排水、中水回用
等于一体的水务全产业链。

在整合打造环保产业上，市属国企将
重点建设宁波市洞桥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和
枫林静脉产业园，提升固体废物和危险废
物收集处理处置能力，打造固废处置全过
程产业链，加强环保新技术的自主研发、
专利申请、产权保有、成果转化等业务，
推进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
护等涉水综合开发业务。

市属国企还将积极助力乡村振兴。以
宁波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加快推动
种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鼓励企业通过
兼并重组，整合育种机构、育种人才、育
种材料等种业科技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

“育繁推一体化”，提升“甬优”系列杂交
稻的市场覆盖率。参与培育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和主体品牌，加强品牌农产品与网
络销售平台的有效对接，让更多农产品实
现“品牌溢价”。结合地方人文特色和自
然资源禀赋，谋划实施美丽乡村田园综合
体和特色小镇开发。

城市运营

打造高质量城市生态圈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
——围绕“十四五”这一总目标，国有经
济布局的调整优化势在必行。

“聚焦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等重要板块进行布局，把国有资产优先配
置到优质企业、优势行业、关键产业，不
断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市国资委
负责人表示，市属国企将着力培育现代服
务新业态，抢占新兴产业新高地，当好先
行军，发挥引导力。

《规 划》 指 出 ， 综 合 发 展 现 代 金 融
业、提升发展文旅传媒业、协同发展会展
业、整合发展商贸物流业，进一步凸显市
属国企在现代服务板块的资源、品牌和市
场优势。

围绕宁波市建设国际性休闲旅游目的
地的目标，市属国企将参与打造都市文
化、乡村休闲、海洋海岛、山水生态等四
大主导旅游产品，重点推进全域旅游开
发、文旅体融合等优质项目的投资、招商
和运营。

加快会展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建成
国际会议中心、国展中心 12 号馆，加快
开工建设国际博览中心。推进会展平台投
建运一体化发展。培育引进一批市场潜力
大、发展前景好的会展项目，力争打造一
批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会展品牌。

判断一座城市产业的竞争力，既要看

当下的表现，更要看它定义未来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很大程度就蕴含在新兴产业
的发展态势之中。

宁波正在小步快跑，追赶先进，战略
性新兴产业体量逐步壮大。2020 年，全
市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占规
上工业比重近 30%，而在 2016 年，该比
例仅为 17.3%。

《规划》 明确，市属国企将聚焦“数
字经济”一号工程、“246”万千亿级产业
集 群 建 设, 布 局 以 新 材 料 、 新 能 源 汽
车、数字经济、医疗健康等为重点的新兴
产业，以基金投资布局为主要手段，服务
我市打造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
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创新中心。

“对标战略性功能性支柱性的定位、
对标先进城市的国有企业、对标同行业的
优秀央企民企，市属国企提升的空间还很
大。我们将以 《规划》 为引领，切实增强
深化改革的紧迫性，尽快实现体制重构、
资源重置、队伍重塑，努力打通高质量发
展的通道。”市国资委负责人强调，力争
到 2025 年，市属国企资产总额达到 1 万亿
元、新增投资布局 95%以上集中在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1家到 2
家市属国企进入中国 500 强，为宁波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和加快建设现
代化滨海大都市贡献更多国资国企力量。

结构优化

做强做优做大国资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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