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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照片由市科技局、甬江科创大走廊指挥部提供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突 破

重点科创平台能级提升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育

三大攻坚战谱写三大攻坚战谱写

宁波科技宁波科技““十四五十四五””新篇章新篇章

日前，《宁波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以下简
称《规划》） 正式印发，一幅未来5年宁波创新发展的
画卷正徐徐展开。

全社会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3.6%，基础研
究经费占R&D经费比重达到5%，技术交易额达到450亿
元，高新技术企业数达到8000家，开展R&D活动的企业
比例达到60%……一连串数字的背后，科技分量凸显。

以建设宁波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核心引领，以打
造“新材料”“工业互联网”“关键核心基础件”三大科
创高地为主攻方向，实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重点
科创平台能级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育”三大攻
坚战……一系列实招硬招打出“组合拳”，宁波科技发
展未来可期。

通过《规划》中未来5年的关键数据、关键词，让
我们一起“解码”宁波创新发展之路。

记者 金鹭

制图 陈思佳

近日，宁波发布科技创新“十
四五”规划，让未来宁波科技发展
的方向日渐明晰。

到 2025 年，宁波将初步建成
高水平创新型城市。科技创新资
源持续增加，源头创新能力不断
增强，创新链各环节的联系更加
紧密，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
置，创新创业生态更加优化，建成
高水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高能级科创平台建设实
现重大突破。加快建设甬江实验
室，建设极端条件材料综合研究
装置，创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
级创新中心等“国字号”创新平

台。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中国兵器科学研究
院宁波分院发展加快，培育集聚
一批高质量产业技术研究院，宁波
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加快推进。
到2025年，力争全社会R&D经费
支出占GDP比重达到3.6%，基础研
究经费占R&D 经费比重达到 5%，
技术交易额达到 450 亿元。

——高素质、多层次创新创
业人才规模和质量大幅提升。顶
尖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创新
人才等各类创新创业人才加快集
聚，人才评价、流动、激励机制更
加完善，人才创新活力和创造潜

能不断激发。到2025年，累计支持顶
尖人才科技项目数达到 25 个，科技
领军人才达到 800人，每万名就业人
员中R&D 人员数达到 190 人年。

——高科技企业群体实现量质
并举。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技术
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加速培育，涌现出
一批市场占有率高、技术自主可控
性强的高科技企业群体。到 2025年，
力争高新技术企业数达到 8000 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数达到 3万家，开展
R&D 活动的企业比例达到 60%，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支出占
营业收入比重达到 2.5%，PCT 国际

专利申请量突破 1000 件，每万人高
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20 件。

——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能力显著提升，支撑
新材料科技城、工业互联网领军城
市、单项冠军之城等建设，打造具有
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环杭州湾先进制
造业基地，科技创新有力支撑民生
改善。到 2025 年，全市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
重超过 6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争取达到 15%。

——创新创业生态示范市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创新政策更加完善，
促进自主创新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
制更加健全，创新创业向更高层次、
更优质量、更大效益、更广范围升
级，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创新要
素流动更加顺畅，形成符合创新驱
动发展要求的创新创业生态。

（记者 金鹭）

5年建成高水平创新型城市

宁波科技创新“十四五”蓝图绘就

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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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特质钛材制成“鱼鳔”，让
“蛟龙号”在水下升降自如；自主
研发石墨烯防腐材料，为海洋装备
穿上耐盐雾“铠甲”；首条国产化
海洋脐带缆入海，我国大长度海洋
脐带缆依赖进口的局面由此改变
⋯⋯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十三
五”期间，一项项重点工程的背
后，挺立着“宁波原创”的坚实身
影。

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宁波
在重点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技术突
破，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研
制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
创新产品，实现了国产替代，部分
产品由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

然而，随着颠覆性技术的大量
涌现，宁波面临着科技创新迭代速
度加快带来的挑战。“技术创新和
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极大缩短，一
旦错过机遇窗口期，赶超成本巨大
且难以实现。”有关专家指出。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攻
克“卡脖子”技术是方向。

《规划》 指出，未来，宁波将
以三大科创高地建设为重点，在新
材料、工业互联网、关键核心基础
件、先进制造、集成电路、生命健
康等领域实施“关键核心技术登
峰”“前沿引领技术 2035”“重大

场景应用”三大计划，抢占技术制
高点。

实施关键核心技术登峰计划。
在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
装备、生命健康等领域，宁波将
聚 焦 2 年 至 3 年 创 新 任 务 ， 迭 代

“科技创新 2025”重大专项，实施
关键核心技术登峰计划，协同开
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一批标
志性成果，支撑三大科创高地建
设。

实 施 前 沿 引 领 技 术 2035 计
划。面向未来 5 年至 10 年甚至更长
时间，宁波将聚焦重点领域基础科
学问题和未来产业培育，根据产业
交叉前沿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在
变革性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学
与育种、先进制造、先进能源、空
天深海等领域，前瞻部署一批基础
研究、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
究，取得一批原创性科技成果。

此外，宁波还将实施重大场景
应用计划，挖掘更多关键技术可落
地场景。加大新基建布局力度，聚
焦数字经济领域的场景应用，推动
以需求为导向的场景应用研发部
署，推进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
5G、大数据等与先进制造、生产
服务、民生服务、城市治理等领域
的深度融合，打造一批标杆性应用
场景，创造广阔应用市场。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随着科技创新“栽树工程”的

推进，宁波高端科技资源加速集
聚。

甬江科创大走廊、前湾新区启
动建设，并列入全省大湾区发展战
略，甬江实验室获批新材料浙江省
实验室⋯⋯顶层设计之下，科技资
源加速聚集。

北航宁波创新研究院与宁波研
究生院、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相
继揭牌成立，大连理工大学、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与宁波达成战略
合作⋯⋯“十三五”期间，宁波共
引进建设 49 家产业技术研究院，
占 全 市 产 业 技 术 研 究 院 数 量 的
70%，集聚各类人才 3 万名，孵化
了一批高科技企业。

“然而，与先进城市相比，宁
波仍存在科教资源薄弱、高能级创
新平台数量不够、国家级创新平台
数量少、高质量科技成果供给不足
等问题。”有关专家指出。

为此，《规划》 提出，宁波将
在 5 年内着力提升创新平台能级，
加快培育科创策源优势。

构筑以甬江实验室为龙头的实
验室体系。推进甬江实验室、海洋
新材料与应用重点实验室、极端条
件材料综合研究装置、新一代高性
能计算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到

2025 年，宁波将培育市级以上重
点实验室 100 家以上，其中省级重
点实验室 40 家以上；甬江实验室初
步建成 8 个国际一流的新材料研究
中心，突破产业链中 10 种以上关
键“卡脖子”材料、断点断供材料
及满足未来需求的国际首创材料。

推进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聚
焦“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和未
来产业培育需求，宁波将按照“一
个细分领域、一条标志性产业链至
少布局建设一家产业技术研究院”
的目标，努力建设发展产业技术研
究院。到 2025 年，累计建成各类
产业技术研究院 100 家以上，集聚
各类人才超过 5 万名，研制高水平
科技成果超过 1000 项，孵化一批
成长性较好的高科技企业。

大力提升高等学校科创能力。
加快推进宁波大学“双一流”学科
高校建设，布局建设 2 所新型高水
平大学，打造国际高端创新人才培
养和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推进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等打造全国“双高”
学校，打造一批高质量的产业 （行
业） 学院。

布局建设高水平技术创新中
心。到 2025 年，争创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力争建成省级技术创新中
心 2 家至 3 家，建成市级技术创新
中心 10 家。

聚力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

“十三五”期间，宁波科技支
撑引领发展能力显著提升。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实现倍增，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2015 年 的 34.9% 提 高 至 2020 年 的
57.9%。

如何让量大面广的企业进一步
发挥其科技创新的主体作用？《规
划》 指出，宁波将强化企业研发机
构建设，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
集聚，完善创新创业孵化体系，强
化科技金融支撑，不断增强企业创
新能力，培育壮大“科创企业森林”。

未来 5 年，宁波将实施新一轮
科技企业“双倍增”计划，培育壮
大“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创新型领军企业”的创新型企
业梯队。到 2025 年，企业孵化能
力显著提升，市级以上众创空间、
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达到 200 家。

宁波还将实施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提升行动，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设立研发机构，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调整优化研发投入后补助政
策，全面落实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委托境外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与技术先进性服
务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推进制造业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 100%加计扣除。
鼓励企业布局建设企业研究院、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企业技术中
心、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
院 士 工 作 站 等 研 发 平 台 。 到 2025
年，规模工业企业研发活动、研发机
构基本全覆盖，新增企业牵头建设省
级及以上科研机构 500 家以上。

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金融
“输血”。宁波将构建多层次科技金
融，支持企业创新。加快推进国家普
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实施“投、
贷、融、保”一揽子支持举措。到
2025 年，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累计引
导社会资本突破 20 亿元，科技信贷
风险池合作银行累计放款金额突破
10 亿元。

助力企业创新能力“抽芽”

宁波院士中心作为宁波院士中心作为
集聚顶尖智力的高地集聚顶尖智力的高地，，
对于推进甬江科创大走对于推进甬江科创大走
廊建设廊建设、、打造创新发展打造创新发展
强引擎意义重大强引擎意义重大。。

宁波微萌种业有限公司工作场景宁波微萌种业有限公司工作场景。。 康达洲际医疗器械康达洲际医疗器械（（宁波宁波））有限公司工作场景有限公司工作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