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将过去的 2017年，如果用一
个字来描绘奉化，就目前而言，最合
适的莫过于“新”字。撤市设区为奉
化发展找到了一个新起点，翻开了
一个新篇章，走进了一个新时代，各
项工作也迎来一个新的发展。

尤其是奉化萧王庙街道，倍道
兼程倍速前进，产学融合、产城联
动、人居跃进让区域迸发出新价值
新魅力。它正以其优越的自然资源
优势打造融合城市更新与绿色生态
特色的教育产业乐土。这个奉化区
首个浙江美丽乡村示范乡镇，正在
汇聚发展的力量、创新创业的能力、
宜居宜游的动能，再造奉化发展新
引擎。

萧王庙街道将区域重点定为打
造都市经济拓展区、高教发展实践
区、生态人居示范区，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继续书写体现名城名都风貌
和现代化国际城区的传奇。

撤市设区
加速宁奉同城融合发展

奉化区已满一周岁，按照“十
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要求，要主
动融入宁波主城区，全面实施功

能、实力、品质、开放、效率、民
生同城加速六大行动，深化生态文
明建设，打造都市扩展新的功能板
块。

与宁波对接后，南北向形成与
宁波中心城区、鄞南对接的区域联
系轴，东西向形成东环轨道交通发
展轴，沿发展轴形成若干个 TOD
发展节点和重点开发区块。

随着区域网络化、立体化的高
速公路、城际铁路的加快建设，城
市间的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奉化作
为临近宁波中心城区仅剩不多的重
点开发地区，其战略地位也愈来愈
受到关注。撤市设区标志着宁波南
翼地区正式由“统筹时代”迈入

“崛起时代”，也是奉化全面融入宁
波中心城区、无缝承接中心高端服
务功能，成为吸纳产业资本新高地
的突破之时代。尤其是宁波城市轨
道交通 3号线延伸段奉化城际轻轨
将计划于 2019 年率先建成，成为
浙江最早建成通车的城际轻轨线之
一，奉化与宁波中心城区无缝对接
将取得实质性突破。

萧王庙紧邻宁波主城区，拥抱
长三角都市群，与杭州、上海、宁
波的交通紧密关系。

随着交通的迅速发展,未来从
奉化城区到宁波城区的时间将由原
来的 1 小时缩短为 0.5 小时。而从
奉化至杭州，高铁或杭州湾环线高
速，都仅需2.5小时；至上海2.5小
时-3 小时,未来奉化将全面融入大
都市经济发展圈。

产城融合加快
让美丽乡情融进城市脚步

漫步在山清水秀、田园牧歌的
乡间小路，一路观行，不禁感叹

“书香桃源”醉人的温婉和静雅，
一幅幅“人在景中，景在画中”的
都市田园美景徐徐展开，这就是奉
化萧王庙街道。

从地图上看，萧王庙街道地处
奉化市区西北部，距宁波市区约
20 公里，毗邻国家 5A 级风景名胜
区——溪口。萧王庙系平原与山区
交汇地带，区域内低丘缓坡地形显
著，中部地势较为平坦，北部有峰
岭、北坑岭、甘岭等，南部山区有
同山、曰岭、大片山等。境内剡江
泉溪江穿境而过，水源充沛、水质
优良，是奉化重要的取水口。我们
置身萧王庙这一片江流沃土，望得

见山，看得到水，记得住乡情。
奉化正着力激活生态红利和新

迸发的撤市设区红利。萧王庙所蕴
藏的巨大发展空间和价值潜力，作
为奉化战略性资源和主要储备地毋
庸置疑。区委、区政府提出建设现
代化健康美丽名城的总体目标，作
出了“融入主城区，实现新跨越”
的战略决策。萧王庙街道根据生
态、区位、平台、资源等优势和产
业基础与潜力，顺应经济社会发展
规律和形势变化，提出打造“书香
桃源、刹东古镇”的总体目标。做
大做活萧王庙美丽经济，奋发图强
力争追赶跨越，后来居上建设最美
最好。

根据规划，萧王庙未来将重点
打造都市经济拓展区、高教发展实
践区、生态人居示范区。把融入宁
波、接轨宁波、服务宁波作为主要
发展任务，深入践行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抢抓
融入宁波主城区发展先机，把现有
的生态、区位、空间三大优势有效
转化为区域发展现实优势，全面推
进醉美桃乡千年古镇建设，谱写萧
王庙区域发展新篇章。

教育资源集聚
让全球优质资源在这里汇集

教育作为民生大事，萧王庙街
道城投集团不断推进教育建设项目
进程，生态高教园正在崛起。浙江医
药高等专科学校建设，旨在进一步
增强我省医药产业科技与人才智力
支撑，着力改善医高等专科学校办
学条件，推进浙江医药高专与奉化
区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项目选
址于萧王庙街道西环路以西，西圃
路以东，四明路南侧区块。工程占地
600 亩，总投资约 9.4 亿元，现已完
成装修超 80%，将于 2019 年下半年
交付使用。

无独有偶，今年8月22日，奉
化中学迁建工程动工，项目包括奉
化中学、锦溪书院和配套中央广场
三部分，总占地面积约 378亩，总
建筑面积18.8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0.7 亿元。目前项目临时设施已搭
设完成，已进入基础施工，将于
2019年秋季投入使用。

“国际学校航空母舰”诺德安
达集团投资的诺德安达双语学校正
如火如荼地建设，诺德安达教育集
团创建于 1972 年，是全球精英国
际学校开办、并购和管理运营的领
导者。

据了解，奉化诺德安达双语学
校占地面积约 200亩，将打造成集
商业、文化、居住于一体的国际化
高标准教育园区，总招收人数为
2500 人至 3000 人。学校采取 15 年
一贯 （3岁至18岁学生） 双语寄宿
制，提供义务教育阶段教育部规定
的国内课程，同时提供国际系列课
程。学校预计2018年9月将迎来第
一批就读学生，满足本地和周边的
高品质教育需求，亮出了奉化城市
新名片。

这些重量级学校，势必改变萧
王庙的城市“颜值”，更改变了其
未来产业发展的格局和气度。

同城化红利释放
品质人居迎来新格局

作为一个政府投入巨大、规划
前景利好的板块，奉化区的地块价
值前景毋庸置疑。过去宁波楼市一
直被浓厚的主城区情结左右，如
今，随着“县域经济迈向城区时
代”日益迭新的变化，以及撤市设
区带来的红利，正逐步改变人们对
于置业奉化的印象。奉化区定位为
宁波城市转型发展示范区、华东文
化旅游胜地、长三角休闲宜居名
城，俨然以“宁波后花园”之姿傲
然于世，随着奉化城市一体化进程
加速，与城市格局变化息息相关的

房地产行业，在这一波历史变革中也
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早在奉化撤市设区落定前，眼光
超群的外来房产大鳄便已在此深耕布
局。谈及对奉化青睐有加的理由，众
多房企一致认同：一是离宁波主城区
近，二是撤市设区政策利好，三是良
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带来契
机，四是奉化具备出色的人文地理环
境，适合发展高端品质住宅。从长远
看，奉化凭借宜居的自然环境、突出
的价格优势、与主城区无缝对接的交
通便利、以及区域发展后续的热潮，
对于宁波都市圈的楼市格局势必带来
深远影响。

良好的产业支撑，优质的教育资
源，再配上一流的生活品质，这样的
萧王庙的确值得期待。

产业变革和时代变革需要新的生
活。萧王庙政府出资，中国高端物业
领导品牌绿城代建，于高教园区核心
腹地，打造绿城同山玉兰花园。项目
总建筑面积约23.1万平方米，该小区
整体规划 12 栋 18-28 层高层及 52 栋
低层住宅组成，人车分流规划，完美
融入一大中央庭院、四大组团花园，
4.5 米精装架空层，涵盖棋艺空间、
童梦空间、书享空间、友球会馆四大
主题会所。“精致”90 平方米、“蝶
变”120平方米、“环景”138平方米
三大户型套系。存一抵二超级团购活
动将于 2018 年 1 月登场，并以单价
7×××元/平方米，实现更多人的新
城和绿城人居梦想。好的居住配套，
留住更多的优秀人才，有优秀居住环
境和居住品质支持的萧王庙街道，将
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韩 郁）

搭乘发展快车 萧王庙走进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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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宏蔚 摄

周东滨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一位基层
领导干部真切地说：“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牢记
使命，加快转型升级，打赢脱贫攻
坚战，在新的‘赶考’路上奋力书
写我们这一代人的合格答卷。”此
话说出了广大党员的心声。“赶
考”一词，既令人警醒，又催人奋
进。其实，共产党人“永不懈怠的
精 神 状 态 和 一 往 无 前 的 奋 斗 姿
态”，何尝不是“赶考”的状态和
姿态。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经受一个又
一个考验、完成一张又一张“考
卷”的历史。从毛泽东同志提出

“进京赶考”，到习近平总书记告诫
全党“‘赶考’远未结束”，意味
着我们共产党人的“赶考”永远在
路上。虽然不同的阶段会面临不同

的“考卷”，但只要我们党的性质
不变、宗旨不偏、初心不改、使命
不移，“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就始终
是一道做不完的“考题”，是一张
不断延展的“考卷”。

新时代迎来“新赶考”。毛泽
东同志曾经指出：“中国的革命是
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
工作更伟大、更艰苦。”邓小平同
志也曾强调，“发展起来以后的问
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过去，我们
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从容应对了各种“考试”。如
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们党又踏上新的“赶考”征
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如何应对重大挑战、抵
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
重大矛盾？如何实现伟大梦想、进

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
伟大事业？……这些“重大”和

“伟大”，足以说明新的“赶考”任
重道远，更加需要做到“两个务
必”——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
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赶考”新时代，进入的是新
“考场”，接受的是新考验。有专家
这样说，“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是一场‘小考’，实现第一个十五
年目标是一场‘中考’，胜利后信
心满满，再鼓足干劲继续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建设这场‘大考’。”无
论是“小考”“中考”还是“大
考”，都是升级版的“考卷”，“政
治分量”更重、“素质含量”更
高、“时间限量”更小。尤其是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后，从“物质
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
满足人民的更高期盼就成了难度更
大的“考题”。能否完成这些“考
卷”、答好这些“考题”，全体人民
既是“监考官”，也是“阅卷人”。

在一道道“考题”面前，每个
共产党员都是“考生”。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

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
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
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中国
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目
前拥有 8900 万余名党员，党员队
伍越是发展壮大，越是需要每名党
员不断强化“赶考”的意识，激发

“赶考”的状态，提升“赶考”的
能力，锤炼“赶考”的作风。

“赶考”的重点是一个“赶”
字。“赶”，体现的是主动作为、迎
难而上，体现的是全力以赴、聚力
攻关，体现的是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按部就班不行，因循守旧不
行，墨守成规不行。“历史只会眷
顾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而不
会 等 待 犹 豫 者 、 懈 怠 者 、 畏 难
者”，让我们真抓实干而不是假抓
虚干，狠抓大干而不是轻抓小干，
紧抓快干而不是缓抓慢干，奋力

“赶考”新时代，努力交出令人民
满意的答卷。

奋力“赶考”新时代



投入大手笔，
网上造政绩。
强推扯虎皮，
体验烂成泥。

打脸莫自欺，
最好早清理。
群众眼睛亮，
实招顺民意。

据12月25日新华社报
道：登录某政务APP，界面
一片空白；浏览某政务微
信、微博认证账号，早已停
止更新……今年 5月，国务
院办公厅明确了治理政务信
息 “ 僵 尸 网 站 ”“ 僵 尸
APP”等的时间表，要求在
10 月底前基本完成清理工
作。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部
分政务平台没有真正使用
好，少数地方甚至以行政摊
派、强行推广、篡改数据等
手段，打造“手机上的政绩
工程”。

郑晓华 文
新华社 图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 12 月 27 日 《华 西 都 市
报》报道：日前，国家工商总局
公布了 2017 年第三批虚假违法广
告典型案例，其中，上海静安区
市 场 监 管 局 开 出 了 一 张 大 额 罚
单，某涉事公司在动车组列车展
牌及航机杂志上设计广告，因未
完整展示中国地图而被罚款 100
万元。

点评：地图是一个国家领土主权的直观体现，是国家意志和尊
严的宣告，“地图残缺”非小事。空铁乘客数量庞大，企业更应意
识到地图广告的严肃性，慎重对待并审核广告内容。

@十二钗：处罚损害国家利益的违法广告理所当然。
@杠头开花：其他行业及单位要以此为戒。

据 12月 27日《新京报》
报道：北京海淀法院推出了以
手机移动终端为载体的微信立
案方式，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
以在法院立案。当事人微信关
注“海淀法院自主立案服务
号”，就可以完成全部立案流
程，不用到法院递交纸质材
料，还可查询进程。

点评：通过微信立案，不仅诉讼门槛进一步降低，得到的反馈
也更及时，还提升了案件透明度，省去纸质材料也节约资源，是立
案制度的一项突破。希望更多法院根据自身实际，在提高立案效
率、方便公众上，多搞一些创新且务实的探索。

@lousen：与时俱进的举措，值得点赞。
@咸咸：公安部门也可以推出案件侦查过程的动态。

据 12 月 27 日新华网报
道：广西南宁街头最近出现了
一批身着绿色外套，头戴小红
帽的“小电驴”司机，他们均
来自一个叫“驴的出行”的网
约电动自行车平台。据悉，该
平台门槛很低，软件上线仅几
天 ， 电 动 车 注 册 量 将 近 500
辆。南宁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声
明称，“驴的出行”客运经营
行为涉嫌违规，已叫停其相关
服务。

点评：入行门槛低、缺乏营运资质、和当地相关规定相悖，这
种网约电动自行车平台算不上创新，而是涉嫌违规，被及时叫停合
情合理。这对其他创新者也是一种警示：创新值得鼓励，但首先应
合法，把握好尺度。

@护士妹妹：滴滴打驴？
@可心：都没戴头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