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年前，市商务委初步提出
有关提升振兴宁波三江口核心商
业区的计划。1000 多个日夜之
后，“换挡提速”成效初显，但
弊病仍未根除。新零售浪潮之
下，实体商业转型升级、商用楼
宇“腾笼换鸟”、政企双方配合
共进，都已迫在眉睫。

传统业态面临“新旧交替”

十几年前，宁波三江口区域
的商贸业进入高峰期，以天一广
场为代表的大体量商业体落户黄
金地段，第二百货、新华联商
厦、金光百货等商城“龙蟠虎
踞”，鼓楼和城隍庙弥漫着市井
文化的“烟火气”，是宁波人节
假日出行消遣的最佳目的地。

仅仅几年光景，商贸领域开
始迎来多轮洗牌。曾经辉煌的传
统商业业态逐渐分化，或恪守传
统，或缓慢摸索，或彻底变革。

与此同时，随着中山东路的
改造和轨道交通的建设，周边区
域的商业业态也开始悄然改变。
除新华联商厦和国美电器之外，
中山东路北侧的大型商场和小型
商铺几乎全部易主，新江厦商城
已准备改头换面，金光百货入口
被琳琅满目的连锁品牌店淹没，
第二百货和银泰也在重压之下着

眼聚焦细分客群，以求立足之
地。

洗牌后传统业态生存状况如
何？从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来
看，银泰东门店和银泰天一店
实现零售额 10.32 亿元，同比增
长 17.9%。 第 二 百 货 “ 逆 流 而
上”选择服务中老年客群，实
现半年零售额 5.46 亿元，同比
增长 50.64%。“中老年人有自己
的消费理念和消费逻辑，当大
部 分 商 业 体 将 他 们 排 除 在 外
时，我们必须抓住机会，擦亮老
牌百货的招牌。”第二百货总经
理黄炎水说。

尽管如此，银泰和第二百货
的亮眼表现依旧难掩百货零售业
的整体低迷。三江口区域海曙一
侧，新华联耗时数月清理部分店
铺、优化装修设计，但难以挽回
多年来流失的消费者；在众多百
货和商业综合体的挤压之下，筹
备重开的东方商厦决定只做家居
用品和餐饮娱乐，在夹缝中谋得
生存。鄞州一侧，金光百货内顾
客寥寥，偶有年轻人进入，也是
乘坐电梯光顾高层的健身房；新
江厦更是下定决心放弃百货业
态，筹备引入北京银行宁波分
行，在金融服务领域找到经营业
绩回升的突破口。

更值得一提的是，地下商业
综合体东鼓道、社区零售门店

“苏宁小店”、顺应无人零售趋势
开发的欧尚“1 分钟便利店”等
新兴商业业态开始大规模进入市
场，迫使传统商业的经营者尽快
明确自身定位，在升级和重组间

做出选择。同时，引导各级商务
部门平衡新旧业态，找到振兴三
江口核心商业区的正确思路。

重点商圈尝试“定向爆破”

核心商业区的振兴，需要高
屋建瓴，更需要脚踏实地。在市
商务委副主任杨茂印看来，江北
的泛老外滩商圈堪称三江口区域
的“商业转型标兵”。经历相关
风波之后，老外滩重新举起“汇
聚洋气、才气、人气、文气”的
旗帜，精心打造全市规模最大的
酒吧街。数街之隔的来福士广场
也在商业广场数量激增、部分区
域一度趋于饱和的背景下保持旺
盛的生命力。

江北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将
泛老外滩商圈建设的成功经验归
结为“注重细节”。这片区域汇
集了大量外籍人士和通过地铁线
路造访的年轻学生。为此，老外
滩筹划建设各类海外人才创业基
地，在完善酒吧街的同时建设签
证服务机构，借各类节庆组织异
域氛围浓厚的美食展销和创意市
集；来福士广场则在优化管理体
系、增强业态个性化等方面下功
夫 ， 入 甬 6 年 一 直 平 稳 运 行 。

“宁波的部分商场表面繁荣，实
际利润却非常有限，来福士可以
将营运成本控制在很健康的水
平，这就是它低调成长、长盛不
衰的秘密。”某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

江北围绕特定消费群体尝试
“定向爆破”，成就了独树一帜的
老外滩商业街和年轻化的来福士
广场，海曙和鄞州也不甘落后，
在靠近三江口的区域走上特色化
发展道路。

海曙在这方面的关键词是
“雅俗共赏”。天一广场、和义大
道和一众百货商城的功能是基
础，月湖盛园、鼓楼沿、城隍庙
和南塘老街是该区域商业塑造独
特个性的关键。月湖的藏书文化
是“雅”，可以配套图书销售和
茶道体验；鼓楼沿、城隍庙和南
塘老街是“俗”，可以将市井文
化的群众基础转化为商业潜力。
如今，天一阁博物馆的“VR 登
楼”游戏、鼓楼沿的非遗小亭、
南塘老街的古戏台证明了经营者
的积极尝试，但重装后的城隍庙
商城因装修粗糙、业态平庸，失
去本土文化特色，仍需政府重
视、经营者自省。

曾经百货云集、如今略显萧
条的三江口鄞州一侧，依赖于大
型商业综合体的带动。“目前，
毗邻三江口的新世界广场正紧锣
密鼓地筹建。宁波城市商业的换
挡提速和长远发展，与这类大体
量、特色化商业综合体密切相

关。”鄞州区商务局副局长陈岳
振说。

三江六岸亟须“合纵连横”

三江口核心商业区的振兴，
固然需要“百花齐放”，却也不
能相互孤立、各自为战。如何实
现三江六岸的“合纵连横”，成
为商务部门亟须解决的一大难
题。

事实上，市商务委已联合来
自杭州的设计公司起草了一份初
步方案，计划通过廊桥和步道，
将江北、海曙、鄞州三地的重点
商圈串联起来。

按照方案，宁波市民可以从
海曙区开明街出发，步行或骑行
向北跨过余姚江抵达老外滩 ，
随后向北走到宁波水产批发市
场，途经第二座廊桥来到鄞州
区宁波书城附近，最后沿着江
东北路探访新世界广场，通过
第三座廊桥返回天一广场。若
有兴致，还可以搭乘游船遍览
三江，在各个商圈附近停靠上
岸。“这份方案代表了三江口
商业的理想状态，虽未实现，
却为小范围的跨商圈合作提供
了参考。”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
坦言。

江北早早开启了老外滩延伸
段的建设工程，此后一路向北，
将白沙码头的海鲜城项目和宁波
水产市场的渔人码头项目囊括在
内，并于近日印发《泛老外滩商
圈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在 2020
年前实现绿地中心、老外滩延伸
段招商等项目的重大突破。

正在欢庆“周岁生日”的东
鼓道，则成了天一商圈联动发展
的重要纽带。得益于地下商业空
间的开拓，轨道交通带来的数十
万客流可以就近消费，同时避开
了室外的烈日、寒风和雨水。与
地面的天一广场、百货商城相
比，东鼓道的人均消费额度偏
低，顾客在门店里停留的时间较
少，适合急于出行的旅客或午休
时间不多的白领，可以和地面商
业优势互补。更重要的是，东鼓道
彻底打通了中山东路两侧的商业
版图，强化了和义大道、1844、新
华联商城和天一广场的联系。“不
久之后，和义大道直达东鼓道的
地下通道也会对外开放，推动海
曙商业立体化发展。”海曙区商务
局相关负责人说。

第一个 5年已在“蓄力”中
过去了。下一个 5年，江北和海
曙的小规模“试验”能否应用于
整个三江口，助力核心商业区完
成“换挡提速”，将宁波建设为
匹敌上海、杭州的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购物节的喧闹和繁
华散去之后，我们拭目以
待。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三江口核心商业区如何“换挡提速”？

记者 徐展新

大聚焦·FOCUS

7-9

7 NINGBO DAILY开放周刊·大聚焦
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冯 瑄

电子邮箱/377508100@qq.com

市商务委已联
合来自杭州的设计
公司起草了一份初
步方案，计划通过
廊桥和步道，将江
北、海曙、鄞州三
地的重点商圈串联
起来。

按照方案，宁
波市民可以从海曙
区开明街出发，步
行或骑行向北跨过
余 姚 江 抵 达 老 外
滩，随后向北走到
宁 波 水 产 批 发 市
场，途经第二座廊
桥来到鄞州区宁波
书城附近，最后沿
着江东北路探访新
世界广场，通过第
三座廊桥返回天一
广场。

记者 冯 瑄
通讯员 史克清 张爱国

今年，宁波将全力打造山海协作工程
“升级版”，助力结对地区加快发展和全省区
域协调平衡发展。近日，市委市政府率先出
台了《关于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全市山海协作
工程进行重新谋划和部署，着力从制度层面
保障推动山海协作工作再上新台阶。

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
作期间提出的“八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进入新时代，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
版”，是我省进一步发挥山海协作工程的机
制优势，促进浙西南山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
交流与合作的新举措。今年是山海协作工程
实施 15 周年。15 年来，我市山海协作工作
被评为“省级优秀”。“山海协作工程是双赢
和多赢工程，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拓展了空
间。”市山海协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说。

《意见》 提出，将按照高质量发展要
求，坚持生态优化、绿色发展，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更
加注重协作方式创新，更加注重造血功能培
育，更加注重创新成果转化，深入实施山海
协作工程，努力开创山海协作工作新局面。
到 2022 年，助力结对地区高水平建设一批
绿色产业发展平台和项目，高质量建设一批
人才、科技、社会事业和群众增收合作项
目；助力结对地区乡村振兴、薄弱村集体经
济发展壮大和低收入农户增收致富；助力结
对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
高，助力优质教育、医疗资源等实现共享。

此次在省定市、县 级 结 对 关 系 基 础
上 ， 安 排 我 市 尚 未 参 与 结 对 的 5 个 区

（县） 和 3 个开发园区，分别结对丽水市 7
个县 （市、区） 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
县级结对全覆盖。具体为，北仑区-丽水
市云和县 （省定）、余姚市-丽水市松阳县

（省定）、海曙区-丽水市庆元县、江北区-
丽水市莲都区、奉化区-丽水市缙云县、
宁海县-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象山县-
丽水市遂昌县、宁波杭州湾新区-丽水市
龙泉市、宁波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丽水
市青田县、宁波国家高新区-丽水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镇海区-衢州市龙游县 （省
定）、鄞州区-衢州市衢江区 （省定）、慈溪
市-衢州市常山县 （省定）。

宁波将以积极推动“飞地”创新平台
建设、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宁波市级
政府产业投资基金支持丽水优质产业项
目、建设一批高质量社会事业和民生合作
项目、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山海协作工
程工作等 5 个方面为重点，助力结对地区
全面发展。

在创新平台方面，宁波将大力提升省级
山海协作产业园发展水平，进一步完善衢
州-鄞州、龙游-镇海、常山-慈溪、松阳-
余姚等4个省级山海协作产业园合作共建机
制，加快推进山海协作生态旅游文化产业园
建设。按照计划，宁波丽水将共建山海协作

“飞地”项目，包括加快丽水 （宁波）“飞地
创业园”项目建设；支持丽水、衢州来宁波
结对地区共建人才、科技和产业孵化“飞
地”及特色街区，共同发展“飞地经济”。
在互联互通方面，宁波将加快大通道大湾区
大花园建设，推进丽水与义甬舟大通道的无
缝对接，共同谋划推动甬丽高铁建设，支持
丽水无水港项目建设等。

在援建资金安排上，今年起市本级援
建资金由省定 550 万元增加到 700 万元；省
定 5 个结对县 （市） 区由 165 万元增加到
200 万元；与丽水市新结对的 8 个县 （市）
区和功能园区原则上安排不低于 100 万元
的援建资金，各结对地区县 （市） 区和功
能园区每年完成社会帮扶资金 50万元。

宁波率先出台实施意见
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

近段时间，一年

一度的宁波购物节如

火如荼举行。三江六

岸，各大商家业绩爆

发。然而，业内人士

和商贸领域专家则提

出：消费节庆年复一

年，主要商业体的客

流和销售额也保持良

好增速，但各区域联

动效果却难以令人满

意，部分重点商业项

目建设步伐缓慢，资

金、体制、市场需求

之间的矛盾还未彻底

解决，三江口核心商

业区如何再度崛起？

老外滩酒吧一条街。（徐展新 摄）

俯瞰三江口商圈代表天一广场。 （忻之承 徐展新 摄）

宁波旅游夜市走进丽水。
（含笑 冯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