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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按照
“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目标，
宁波将力争到 2025 年在全市培育
形成绿色石化、汽车 2 个世界级的
万亿级产业集群，高端装备、新材
料、电子信息、软件与新兴服务4个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五千亿级产业集
群，关键基础件（元器件）、智能家
电、时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文体
用品、节能环保 6 个国内领先的千
亿级产业集群。

“225”外贸双万亿行动：所谓
“225”，第 一 个“2”，是 指 到 2025
年，全市进出口额达到 2 万亿元，
其中进口额、出口额分别达到 1 万
亿 元 左 右 ；第 二 个“2”，是 指 到
2025 年，机电及高新技术产品出
口、能源及大宗商品进口分别达
到 5000 亿元左右；第三个“5”，是
指到 2025 年，跨境电商、数字贸
易、服务贸易、优质商品进口、转
口贸易五个新兴领域贸易额分别
达到2000亿元左右。

四个重大功能平台：宁波前湾
新区、宁波甬江科创大走廊、宁波
南湾新区、宁波国家级临空经济示
范区。

记者 周晖 通讯员 薛冰

携手“港城之约” 共享“宁波机遇”

宁波与央企名企对接会在京举行
16个重大项目现场签约

12月12日，北京国际饭店国际厅。宁
波民乐《马灯调》余音绕梁，泱泱东方大港
涛声澎湃，“宁波与央企名企对接会”在这
里举行。

站上万亿元GDP的新台阶，港城宁波
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热忱地与央企名企携
手，共同绘制波澜壮阔的港城时代画卷。
对接会上，共有16个项目签约，包括2个战
略框架合作协议，14个总投资405.4亿元
的产业合作项目、涉及海工装备、生命健
康、智能制造、半导体、新材料、绿色石化、
空天信息、教育康养、港航物流、金融保险、
产城融合等领域。

本次北京对接会的主题是“携手助力发展，共
享宁波机遇”。宁波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各区县
（市）相关负责人、重大平台指挥部代表参加，受邀
的央企名企代表包括华润集团、中国银行、中国铁
建、中国石化、中国船舶、中海油、中国外运、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等重量级单位的嘉宾，国际厅内座
无虚席，气氛热烈。

宁波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和枢纽城
市、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现代化国际港口名城和重要对外口岸、全国先
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而央企名企综合实力强，在涉及国计民生的
油气、矿石、煤炭、粮油等大宗贸易领域发挥着主

导作用。在对接会上，市领导向央企名企详细介
绍了我市“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225”外贸双
万亿行动和重大战略平台等情况。

“我们华润非常看好宁波的区位优势与发
展前景。”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傅育宁作为
央企代表在致辞时表示，华润与宁波的合作项
目超过20个，涉及投资370亿元，员工有7000
余人。此次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燃气投资（中
国）有限公司与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
订了“宁波市城市燃气合作项目”，双方合资成
立公司，注册资金30亿元，共同开发管理宁波
市管道天然气资源并投资城市燃气板块的其他
项目。

港口智造、绿色石化、金融保险、生物科技、产
城融合、民生工程、新材料——在对接会上签订的
405.4亿元大单，紧紧围绕“246”产业集群、“225”
外贸双万亿和四大重大功能平台，涉及宁波高质
量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个也不能少。

其中签约的项目中有两个百亿级大单，一个
为“中国铁建宁波市奉化区东部新城开发项目”，
总投资100亿元，区域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由中
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与奉化区人民政府签约，另
一个是“风电智能化装备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102亿元，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
限公司与象山县人民政府签约。其他还有“生命
健康产业基地生物样本库项目”（总投资40亿元）、
宁波光大新科技智能产业生态园项目（总投资30
亿元）、宁波市城市燃气合作项目(注册资本30亿
元)等。

另外，签约的还有两个重要的战略性框架协
议，包括《推进宁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合作协
议》，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市人民政府共同
签订。

携手助力发展 共享宁波机遇

港口智造、民生工程、生物科技，一个也不能少

宁波与央企名企对接会现场宁波与央企名企对接会现场。。 记者记者 周晖周晖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