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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一湖
构筑自然的生态屏障

东吴镇山清水秀，风景宜人,
有天童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太白湖水
库，驰名中外的东南佛国天童寺也
坐落于此。相传“东吴”这个名字
由来还与“三国东吴”有关，孙权
义子俞韶，在三国统一归晋后，因

不愿事晋迁此隐居，因其不忘故
国，取名东吴，沿用至今。

在东吴镇 80 平方公里的区域
内 ， 山 林 面 积 达 7.2 万 亩 ， 农 田
1.24 万亩。这是一个半山区的小
镇。

天童国家森林公园面积 707 公
顷，是我国最早建立的 3 个森林公
园之一。公园以寺庙、森林、奇
石、怪洞、云海、晚霞著称，形成
古刹、丛林两大特色，既是游览胜
地，也是植物生态学的科普教育基
地。

天童森林公园内植物资源丰
富，形成了江南独特的高大茂密的
多种植被群落和森林景观，已被国
际植被学会主席称为不可多得的"
浙 江 植 物 基 因 宝 库 "。 据 调 查 鉴
定，有种子植物 148 科 506 属 968

种，蕨类植物 24 科 49 属 114 种，
苔 藓 植 物 48 科 93 属 165 种 。 另
外，有陆生脊椎动物 96 种，鸟类
20多种。

森林公园不仅以“大树华盖”
闻名于世，而且拥有 8 个典型森林
植被群落，其中木荷、栲树常绿阔
叶林群落和江南酸枣、大叶楠落叶
阔叶林群落，是亚热带北部生长最
好最典型的植被顶极群落，具有很
高的观赏和科研价值。

太白湖也叫三溪浦水库。水库
上游由天童溪、凤溪、画龙溪三溪
汇合而成,距东吴镇 1.5 公里处筑
坝，下游河道走向：经东吴镇，过
五乡镇、邱隘镇，直至杨木碶、甬
新河等排涝工程汇入甬江。水库集
雨面积 51 平方公里，总库容 3310
万平方米。

东吴有此 太 白 山 和 太 白 湖 ，
一山一湖，构筑了自然的生态屏
障。

三个工业园
向高精尖迈进

“从规划源头上控制企业对生
态的影响。天童片区不安排企业，
整治、移出低小散企业，生活垃圾
就地无害化处理。”东吴镇镇长汪
辉说。

东吴镇的企业集中在鄞县大道
旁边，大岙、平塘、河头工业区内
集中了大部分企业。近年来，该镇
对一批产出低、规模小、分布散的

“低小散”企业开展集中整治，整
改关停搬迁了一批群众反映大、环
境污染大的企业共计 29 家，引领

工业企业向高新、精品、尖端方向
迈进。

前几年，为保护太白湖水源，
当地有着 2.5 万头存栏猪的“万猪
场”停办清零；对 11 家废水废气
排放企业进行了深度治理；12台冒
黑烟的企业锅炉经整治后全部采用
生物质燃料；对全镇 10 余家铸造
企业进行转产或升级。

全镇确立了以生态文化为核心的
发展理念。在处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
展的矛盾中，东吴镇坚守着自己的一
条铁律：对生态不利的项目不上，对
环境有害的企业，效益再好也不要。

现在的东吴，不同区域有着不
同的功能定位，哪里可以发展工
业，哪里严格限制，哪里适度发
展，泾渭分明。经过多年努力，不
但实现了城镇规划和村庄规划的有

效衔接，还实现了产业布局和生态
环境的高度融合。

去年，该镇工业产值亩均为
343万元，税收亩均为 20万元，全
镇人均 GDP 为 1.8 万美元，工业产
出率名列全区各镇乡前茅。

此外，该镇还连续举办“生态
文化艺术节”，将生态的理念通过
文化活动向居民传递，向社会传
递。同时，举办森林瑜伽、国际登
山越野赛、太白湖环湖越野、马拉
松赛等。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基地，
开辟猕猴桃基地 300 亩、高山甜橙
200亩、樱桃基地500亩。

此外，当地 10 多条山林古道
也被重点保护修复，并作为一大旅
游特色重新向游客开放，这些古道
见证了历史和发展，吸引了众多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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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智能制造 激发区域活力

“当前，智能制造行业高速发展，作
为智能制造提升的核心关键——工业物
联网也备受关注。”庄桥街道发展服务办
公室主任吴春益表示，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庄桥必须立足创新，大力推进转型。
目前，江北区重点打造的“一网一膜”中

“一网”的示范企业之一——宁波新胜中
压电器有限公司落户庄桥，这将带动庄
桥进一步加快转型发展的步伐。

据介绍，新胜中压电器公司拥有“永
易充”和“永易通”两大服务平台。“永易
充”作为一个智能充电桩服务平台，可以
为各类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桩的搜索、使
用和付费功能，同时也能 24小时不间断
监控各大智能充电站的运行情况，做到
即时响应；“永易通”是新胜中压推出的

“电管家”服务平台，为大中小企业提供
24小时用电监管以及优化，可以做到大
市范围内5分钟故障响应，2小时现场维
护超快速精准服务。

这是庄桥加快转型发展的一个缩

影。数据显示，去年前三季度，庄桥共完
成发明专利申请量 151 件，新增科技型
中小企业 76 家，均已超额完成全年指
标；截至去年 11 月，新增创新型初创企
业备案 15家，完成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速 12.6%，规上工业产品新增产
值同比增速 107%。同时，截至去年 11
月，庄桥实现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增加
值增速超过全区平均增速 21.54 个百分
点，新增 6 家小升规企业和永久磁业绿
色工厂，以及即将打造的贝克韦尔机器
人制造智能服务平台。

建设生态辖区 提高区域引力

清水润芙蓉，大桥通四方。站在湾头
大桥上北望，工程车来回穿梭，挖掘机挥
舞铁臂。目之所及，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
设场景。随着原华通木材厂区改造提升，
浙大工研院 LED 产业园将入驻其中，未
来这里有望成为较具影响力的地方性
LED产业集群。

向东望，一条依托姚江打造的滨江
游憩带，充满着朝气与活力。新三江口公
园、健身小广场……沿线还栽种了上百
棵花卉树木。每当夜幕降临，此处被璀璨
的灯光点亮，渲染着浪漫闲适的气氛。

“发展都市工业产业园与生态建设
相辅相成。引进高端技术企业，淘汰‘低
小散’，不仅可以加强区域生态建设，同
时，良好的区域环境对优质高新企业也
有更大的吸引力。”吴春益表示。

去年初，该街道开始实施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按照相关要求，街道进行了
大刀阔斧地建设，其中生态环保是重要
一块。在老镇区的整治中，路变宽了，河
变清了，两岸搭配种植多种植物。吴春益
说：“建设生态辖区，能够彰显庄桥的绿
色生态优势，形成智能制造与生态环境

‘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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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投入 夯实基础促提升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改善社区用房
等硬件设施，是社区品质提升的基石。”
骆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元宵说。

走进南一社区，图书室、书画室
古色古香，康复室、电子阅览室设施
齐全；在中街社区，“便民”理念贯
穿到“亲亲 580”、志愿服务基地等
各个层面……目前，骆驼已建成社区
9 个，其中 8 个社区先后建成社区便
民服务中心，总建筑面积逾 1.4 万平
方米，为社区居民提供更为便利、和
谐的服务环境。

按照规划，到 2020 年，整个骆
驼街道将扩大到 12 个社区，规划社
区人口逾10万人，约4万户。近三年
中，该街道仅在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及
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就达
1000 万元。此外，该街道每年还大
规模改造老小区基础设施，升级门禁
系统、实施雨污分流改造、补种绿化
等，极大改善了老小区环境。

积极创新 提升内涵展特色

最近，箭港湖社区和海润幼儿园
联合举办“全家总动员”故事大赛，
检阅一年来亲子阅读推广活动。该社

区以打造学习型社区为品牌。社区内
的“保娃绘本馆”开放一年多来，累计
开展活动 30 余次，参与人数近千人
次，为低龄幼儿和青少年人群营造阅
读氛围，打造社区的“妈妈故事团”。

面对居民多层次的需求，骆驼街
道鼓励各社区打造“一社一品”，形
成符合社区实际的服务模式，提高管
理服务水平。街道还与专业的市场第
三方机构合作，探索项目化运作模
式，大力扶持有益于社区、居民的社
区服务项目，深化“微民生大服务”
工作体系，做强公益服务。

书香社区、智慧社区、健康社区
等精彩亮相，并形成了居民参与、上
下联动、和谐共建的社区建设新局
面。南一社区借助辖区书画名人、基
地等资源，开设书法、国画、篆刻等
课程，5年内向全体居民举办免费书
画培训班 34 期，培训学员 4600 余人
次。2016 年，社区被授予省书法社
区荣誉称号。

全能社工 专业服务领风尚

为了让居民享受优质社区服务，
骆驼街道在社工队伍打造方面不遗余
力。目前，静远社区的“全能社工
岗”模式正在向其他社区推广，让前
来办事的居民实现“一门受理”，全
面打造标准化、透明化、高效化的

“一站式服务”。
此外，骆驼街道还通过开设“社

区书记论坛”，定期组织社工赴区内
外社区挂职锻炼，新老社工结对等方
式，促进社工队伍的年轻化、知识
化、专业化。目前，街道 9个社区的
92名社工，大专以上学历者占90%。

去年 5 月，骆驼街道制定颁布了
《骆驼街道社区专职工作者星级管理
办法（试行）》，探索社工管理新模式，
优化人才的专业认可激励机制，推进
区级“全能社工”的培养。根据规定，
星级社工可获得 100—800元/月不等
的津贴。目前，由街道相关部门、社区
负责人、第三方社工机构共同参与的
星级考评项目进行顺利。

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共赢

一些地方往往因工业经济的发展而造成环境
污染。如何破解经济发展必然破坏环境的“怪圈”？

近年来，鄞州东吴镇工业经济持续发展，工业
亩均产出名列全区前茅，而全镇的环境仍然保护
得很好，被评为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全国文明镇，
为鄞州区第一个。

“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将好的生态转化
为资源，保护与发展相结合，不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东吴镇党委书记张磊给出了答案。

鄞州东吴：
三溪浦秋景。 （管光金 摄）

东吴鸟瞰。 （王静艳 摄）

近日，镇海骆驼街道静远社区摘得宁波市“十佳品质社区”
荣誉称号，成为宁波北部商贸商务中心首家市级品质社区。

社区服务中心从最初100多平方米扩展到2500平方米，21
个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精准化服务……“智慧静远”不
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归属感。

静远社区的提升正是骆驼街道全力打造全域品质社区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骆驼街道在推进全域城市化过程中，借助“社区
提升工程”的实施、“社区建设五年规划”的制定、“社区八大行
动”的开展，不断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社区“品质之花”竞
相绽放。中街社区获评全国创新型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南一社区
获评全国农村优秀学习型社区，中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吴敏获评全
国“小巷总理”。

电动汽车
智能充电装备
关键技术研究
与产业化项目
落户庄桥，洋
通汽配成功申
报智团创业计
划项目，百慕
品牌成功申报
区级实践基地
……随着“中
国 制 造 2025”
的脚步不断前
行，江北区庄
桥街道以发展
智能制造为突
破口，通过转
型发展与生态
建设“双轮驱
动”激发区域
活力，提升发
展能级，努力
打造都市工业
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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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港湖社区推广亲子阅读。
（陆金妹 摄） 双古渡公园。

永久磁业公司外景。
（徐欣 谢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