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排排机床设备飞速运转，机器轰

鸣声扑面而来……近日，位于浙江宁波

北仑大碶高端汽配模具园区的宁波臻

至机械模具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

派繁忙驱散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

北仑大碶高端汽配模具园区是宁

波高新区“一区十园”的北仑分园重要

部分。这个面积不大的园区集聚了 70
多家企业，90%都是压铸模及其上下游

配套企业，全国压铸模具企业前 20 强

中，这里占了11席，有很多“隐形冠军”。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们与10个分

园之间形成了以产业为纽带的联动发展

机制，与分园所在区(县、市)形成了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的联动发展格局，这为培育

宁波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宁波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利琴表示。

耕耘七年 开垦十个分园

“宁波高新区紧邻宁波市中心城

区，随着开发建设规模扩大，土地等资

源要素制约了高新区的发展空间。”黄

利琴介绍说，与此同时，宁波工业园区

原先“小而散”局面也限制着各产业园

区创新能级的提升。

早在2013年，宁波市政府就决定实

施宁波高新区“一区多园”发展战略，成

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出台分

园发展政策，设立1亿元的专项资金，并

出台了科技信贷代偿补偿政策等。

“一区多园”发展战略实施 7年来，

宁波高新区已形成了包括海曙、鄞州、

江北、北仑、慈溪、余姚、宁海、象山、奉

化、大榭的“一区十园”格局，产业涵盖

了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汽配模具、软件

产业、生物医药等众多领域。

目前，宁波高新区“一区十园”已拥有

高新技术企业963家，集聚中科院宁波材

料所、北方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等科研

院所30家，并涌现了均胜电子、奥克斯集

团、华翔集团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

错位发展 走差异化之路

当下，诸多国家高新区相继走上

“一区多园”的道路。如何优化管理机

制，防止因企业转移、资源分流等原因

造成园区平均发展、质量下降，是摆在

园区管理者面前的必答题。

以“一区多园”为平台，宁波高新

区重点开展联动招商、园区互动、项目

扶持等工作，促进了分园主导产业快

速集聚，发展能级不断提升。

“2010 年成立时，我们是宁波江北

高新技术产业园内的第一家企业，如

今已实现反射膜技术的国产化替代。”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周秋帆介绍说，随着宁波高新区的

协调部署，一批膜材料企业先后入驻，

联合园区高端动力装备制造业，构成

了江北膜幻动力小镇。

据了解，该小镇已形成了从基膜

到功能膜的完整产业链，年产能达到 5
亿平方米，占到全球光学膜总产能的

30%。

北仑分园“主攻”汽配模具;江北分

园“兼修”光学膜材料和高端装备制造;
奉化分园通过品牌资源共享引进苏氏

精密机械以及比亚迪、德朗能动力电

池等智能制造项目……据不完全统

计，多年来，宁波高新区转移到分园和

周边地区的优质企业达 300余家，总投

资超过 200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分园集

群化发展。

拧成合力
构建全域创新格局

2018 年 2 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宁

波、温州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

如今，以宁波高新区为核心，宁波

市正在全市域推进建设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将提升“一区多园”的创新力

量拧成一股合力，使之成为宁波市科

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和自创区建设的

示范载体。

“我们将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作用，

引导分园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建设企业研发中心、科技

企业孵化器等平台载体。”黄利琴表

示，宁波高新区正研究出台新一轮扶

持政策，探索建立联动招商、项目跨区

转移、分园合作开发等机制，构建高新

区创新引领、全市域产业协同的利益

共同体。

5月 12日上午 7点，李琳从北大资

源梦想城的家中出发，一份早餐，上车

扫码，坐上7∶20准时发车的白金大道专

线公交车，前往贵阳高新区沙文生态科

技产业园上班。几年前，李琳都是搭同

事的“顺风车”，自带午饭，“荒凉”的园

区更像一片超级大工地。随着时间推

移，作为贵阳市高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

最重要的一“轮”，无人驾驶、电感制造、

检验检测、5G 应用成就了贵阳高新区

沙文生态科技产业园高新技术产业的

崛起，大量的高科技人才涌入，这里早

已今非昔比。

“前方到达省科学城站，需要下车

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仅半个多

小时，李琳穿过两个城区顺利到达了位

于沙文生态科技产业园的公司。“今年2
月底，新开通的 3条沙文生态科技产业

园定制通勤车路线，2条日间专线，1条

夜间专线，坐通勤车来上班时间刚刚

好，真是越来越便捷了！”李琳说。

作为在沙文生态科技产业园工作

了许多年的“老员工”，李琳见证了园区

的变化与成长。

贵阳经济发展靠“四轮”，贵阳高新

区是其中一“轮”，而且是高新技术推动

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轮”。据了解，沙

文生态科技产业园于 2009年 4 月启动

建设，是贵州省一类工业园区，同时

也是贵阳市十大工业园区之一、贵阳

高新区当前倾力开发建设的核心园

区。而贵阳高新区高起点规划，将沙

文生态科技产业园定位“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进行

规划设计，大手笔推进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实现了沙文园区主干路网大贯

通，污水管网、水电气热、通信、绿化

等公建配套完善，城市大环境全面优

化晋升，为接下来的产业引进和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条条产业链，一个个上下游企

业，一类类高科技人才正为沙文生态

科技产业园注入源源不断的经济发展

动力。园区内多条市政道路，和周边

的观山湖区、白云区已形成 15 分钟交

通圈，四纵七横的道路交通网格中设

置有学校、医院、商业等生活配套设

施。同时，在贵阳市推进“千园之城”

建设行动计划时，贵阳高新区“先行

一步”，“把家装进公园里”，在园区打

造太阳湖滨河公园，贵阳首个产城融

合式的人才小镇——科技人才小镇落

户园区，把功能区建设与人口集聚、城

市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以产兴城、

以城促产、产城一体”的新格局。

沙文生态科技产业园正打破人们

的刻板印象，产业园并不一定就是工厂

林立、功能单一的地方,也可以是综合

商贸、工业功能、生态休闲等多功能为

一体的充满活力的一座融合之城。

▶ 王丹丹 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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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产业园区产业

图片来源：西安高新区

“我们的设备主要用在光学遥感领

域，华为、富士康、海信及本地企业歌尔，

都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设备。”近日，在

潍坊高新区投资合作促进局会议室，远

在重庆的某项目负责人正在通过视频会

议的方式积极向与会人员推介产品。

在我国疫情防控工作从应急状态

进入常态化，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稳产

满产有序推进之际，潍坊高新区创新招

引方式，线上招商“不降温”，持续推进

线下服务“不断档”。项目洽谈室被搬

到线上，工作人员通过邮件、视频、微信

等不见面方式与国内外客商沟通，并针

对创新创业计划、融资拿地需求等提供

线上答疑。“今年，我们已经开展了20余

次线上招商洽谈活动。”潍坊高新区投

资合作促进局副局长王亮说。

除了线上推进项目招引，潍坊高新

区在线下服务项目建设方面也下足了

功夫。在潍坊生物医药产业园，诺一迈

尔(山东)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新上设备进行实验前的调试。

而在不久前，该项目能否顺利竣工让所

有人都捏着一把汗。

诺一迈尔是一家总部在苏州的高

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头颈、运动医学

和神经修复三大领域的产品研发制

造。“我们项目正处于前期建设施工阶

段，前期因为疫情部分务工人员和内部

员工无法及时返潍，遇到了较大挑战。”

诺一迈尔常务副总经理郭刚说。

遇到困难找专班。“每周都有现场

专班例会，为我们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

强有力的帮助。”谈起园区的招引服务，

郭刚坦言这是企业选择落地潍坊高新

区的重要原因。

为了让更多像诺一迈尔一样的招引

企业尽快落地，潍坊高新区深化专班机

制，紧盯项目洽谈、签约、落地各个环节，

落实“店小二”式服务，对招引项目“一包

到底”，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保障项目快

落地、快建设、快达效。推进“拿地即开

工”审批模式，全力加快拆迁清表，提前

扫清开工障碍，变“项目等地”为“地等项

目”。搭建经济运行综合服务平台，创新

服务企业“133”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包

靠服务企业分工，对企业诉求落实“云服

务”“网上办”，打造“24 小时不打烊政

府”。得益于优质高效的服务，潍坊高新

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动力装备、航空航

天、新一代信息技术、5G、物联网、人工

智能、生物医药等高端产业加快聚集，为

高新区产业发展积蓄起充足后劲。

今年一季度，潍坊高新区共签约项

目 11个、签约投资额 231.14亿元，立项

项目10个、立项投资额42亿元。

本报讯 近日，总投资 71.69 亿

元，包括天承生物项目在内的10个项

目集中在西安高新区开工。

据悉，10 个项目既包括生物医

药、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等重大产业

项目，也有标准厂房、运动公园、道路

建设等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其中，天承杜仲叶资源综合开发

项目总投资 5.6 亿元，主要建设杜仲

叶系列加工产品生产线及研发化验

中心;中电科三十九所卫星应用系统

天线及电子装备产业基地工程(二期)
总投资 12.5亿元，主要建设综合研发

实验大楼、卫星应用天线与跟踪系统

研发中心;中电科西安电子信息产业

园现代导航产业基地二期项目总投

资 7.3亿元，主要建设通用航空中心、

通信导航中心生产试验中心等;天宇

微创硬化治疗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总

投资12亿元，建成后将成为我国规模

最大、种类最全、产值最高的微创硬

化治疗产品研发生产基地;科创园二

期项目总投资 9.5 亿元，主要建设标

准厂房、研发中心及公共配套服务设

施;大勤医药包装容器生产基地项目

总投资 5.2 亿元，主要建设技术研发

中心、瓶体生产车间等;中煤科工智能

装备产业基地(二期)项目总投资 4.5
亿元，建成后将形成30万根钻杆、6万

只钻头、100 台矿山专用机电设备的

年生产能力;陕西隆兴循环经济产业

园项目总投资 2.04亿元，致力于打造

陕西再生资源利用行业标杆。

在备受市民关注的公园及基础

设施项目方面，沣河梁家滩运动公园

三期项目总投资 7.77亿元，将打造具

有郊野特性的体育运动公园，为百姓

提供生态环保、现代智慧的运动休闲

场所;草堂基地基础设施配套项目总

投资 5.28 亿元，包含草堂六路、草堂

五路、秦岭二路及秦岭一路建设，总

长约12公里，项目建成后将带动道路

沿线开发建设，推动草堂基地进一步

快速发展。 杨皓

本报讯 围绕今年经济社会发

展目标任务，紧扣“双过半”“双胜利”

的总体要求，株洲高新区从今年 4月

份开始，启动“奋战一百天，冲刺双过

半”劳动竞赛活动。

在这次竞赛中，株洲高新区共有

“谋项目、争资金、比贡献、谈项目、强链

条、比招商”竞赛组等7个小组参加。

近年来，株洲高新区招商工作体制

机制不断优化完善，产业链建设不断深

化加强，打造了“八链两组一室”的产业

链建设新格局。今年年初，株洲高新区

着力将产业链建设和“四联”行动一体

推进，突出以产业链为单位，把园区所

有企业分到各条链上。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株洲高新

区招商工作效果显著，累计新签约项

目 44 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9 个，引

进三类“500强”项目 1个。接下来该

区将继续以项目为王、落地为上，全

力推动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见效，奋力

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双过半”，

实现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竞赛中，比招商的在发力，比办

结的也不甘落后。各企业的联企干

部负责了解问题，并帮助企业解决问

题。株洲高新区“四联”办会不定期

抽查联点干部走访企业情况。截至 4

月底，株洲高新区联点干部共收集问

题 279 个，已派单 279 个，已办结 272
个，正在协调办理7个，办结率97％。

据了解，这次竞赛，职能部门主

要从承办问题数量、问题办结率、企

业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考核；联企干部

主要从企业走访、企业满意度、企业

信息采集等方面进行考核。这样的

比赛，能够让高新区各部门更好地为

企业服务。

应急安全产业链围绕发展新兴

安全产业、建设安全产业园区、导入

安全产业资源，比干劲，比贡献。建

立新视野，高处谋划，应急安全产业

链邀请湖南工业大学、南华大学专家

和园区企业家制定了《株洲高新区

（天元区）应急安全产业发展规划》。

全链同志向区内外学习，到区内外调

研，深入企业了解动态，以全新视角出

台两图七清单，修改修订“一划两图七

清单”，重点做好产业链企业上下游配

套摸底。

抢时间、抓机遇，加快应急安全

产业发展。4 月份，应急安全产业链

促进新建的7家应急防疫物资生产供

应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线，总投

资额超2亿元，年产值将达10亿元。

杨如 朱剑泽

本报讯 5月11日，泰安高新区举

行重点项目建设调度推进会，就园区内

“双32”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进行分

析调度，研究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泰安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李诚实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通报了园区“双32”重点项目

建设总体进展情况;与会部门单位结合各

自工作实际，汇报涉及“双32”重点项目

建设推进及存在问题的解决情况;与会委

领导就推进项目建设进行了交流发言。

李诚实表示，抓好重点项目建设工

作是泰安市委、市政府对园区的要求，

是全市人民对园区的期望，泰安高新区

把今年确定为“项目建设攻坚年”，全区

上下要抓住抓好重点项目建设这个“牛

鼻子”不放松，抢抓机遇、应对挑战，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带头干的精神，全力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

就抓好项目建设方面，李诚实要

求，要统一思想抓项目，深刻认识重点

项目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凝聚起推动重

点项目建设的强大合力。要全区全员

抓项目，各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完善专班

制度，按照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倒排工

期，加快进度，确保项目建设如期推

进。要督查督导抓项目，相关单位要定

期对建设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督查，狠抓

工作落实，促进重点项目建设。要双招

双引抓项目，各相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

“走出去”，“引进来”，努力抓好“双招双

引”，为项目建设积蓄动力。要述职述

责抓项目，要在全区上下建立末尾淘汰

制度，通过述职述责，调动干部工作积

极性，为项目建设搞好服务。要优化环

境抓项目，各相关部门要狠抓落实，在

基础配套设施、优化环境等方面，跟踪

负责，全程服务，全力促进重点项目建

设提速。要严明奖惩抓项目，要把精力

集中在项目上、发展上，对目标责任未

落实、推诿扯皮、进度严重滞后的责任

单位和责任人，要进行严格追责问责。

于龙

产业纽带串起“一区十园”

宁波高新区提升发展能级有高招

工地变新城 贵阳高新区沙文园今非昔比 泰安高新区加快推进
“双32”重点项目建设

株洲高新区开展
“奋战一百天”劳动竞赛

总投资71.69亿元
西安高新区10个项目集中开工

图片来源：贵阳高新区

▶ 张萌

潍坊高新区潍坊高新区：：项目招引有项目招引有““奇奇””招招 产业发展后劲足产业发展后劲足

图片来源：宁波高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