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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盐场重新激活

岛上的盐场，早在 1968 年就开
始运行，鼎盛时期曾是象山五大重
点骨干盐场之一，但近年来销售遇
阻，盐场逐渐荒废。

“这里是目前浙江省唯一的海
盐生产基地，不能这样荒废下去！”
乡党委班子“痛定思痛”后，积极对
接相关部门及盐业民企，力求打通
花岙盐场的盘活之路。

在多方联动下，宁波信丰泰盐

业公司前年投资 4000 多万元，对花
岙盐场基础设施及生产设备进行升
级改造，新工艺、新技术的采用大幅
提高了海盐产量。花岙盐场重新焕
发活力，年产值预计可突破 2000 万
元，去年还被确定为海盐晒制技艺
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基地。天气好时，游客可以观赏到原
生态的晒盐场景。

利用闲置资源栽好“梧桐树”

去年底，高塘岛乡大力培育的
“泥鳅”青创团队，完成了废弃石头
屋改建工程，“花岙渔夫”海岛生态餐
厅试运营，成为花岙岛打造精品民宿、

农家乐集聚地的首个“吃螃蟹者”。
今年，该岛将老石头屋、闲置宅

基地统一流转至村集体，打包对外
招商开发，建设精品民宿，再将收益
红利分给村集体和村民个人，达到
双赢目的。

“空房子出租，发展海岛旅游，
不仅有租金拿，还可以向游客销售
海产品。同时，我们也成了村集体经
济的贡献者，每个人都是投资者！”
花岙岛大塘里自然村的村民对未来
充满憧憬。目前，该村闲置房屋签约
率已达53.8%，村农民会所改建民宿
方案及备选方案初步拟定，获得了
90%以上村民代表的支持，正与投

资方洽谈合作方式。
高塘岛乡还对花岙岛现有的浅

海滩涂资源进行了全面排摸测绘，
共登记造册沿海滩涂2.3万亩。但单纯
用于传统农业，未免“暴殄天物”。对
此，乡里计划利用部分闲置滩涂，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相结合
的农业示范园区，并建设国内第一个
军民主题特色的田园综合体。

借力“蓝色海湾”纵深开发

花岙岛生态岛礁建设是宁波市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的重点项目。巧
借项目东风，整岛纵深开发，千年
古樟、万年石林、鹅卵石滩等资源

被激活。
今年，全长 5.42 公里的花岙岛

环岛主干道改造提升工程开工，现
已完成 78%工程量，目前花岙隧道
已破损的挡墙修复作业也排上了日
程；采用现代远程喷射技术，将 6万
余平方米的废弃沙滩重新铺设，修
复花岙沙滩，形成 522 米长的生态
岸线，该项目预计铺沙近 14 万平方
米；以“树之忆”为主题，为海滩上矗
立的 4000 年枯樟修建隔离保护，布
置装饰软灯，木栈道串联营地树屋、
露营平台，形成独具特色的沙滩游
赏休闲景观……

同时，通过村庄管线上改下、旅

游公厕改建等基础设施项目，大力
推进花岙岛村 3A级景区村建设，努
力提升海岛渔村整体形象。

“未来花岙岛将携手象山县旅
游集团，抓住全民休闲度假、健康产
业兴盛等契机，以独特的自然生态
为基础，打造集地质观光、山海休
闲、主题游乐、文化体验、特色养生
于一体的美丽海岛旅游度假目的
地。”高塘岛乡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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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偎在大海的怀抱，咸腥味的海风扑面而来，阵阵
海浪拍打着礁石……象山高塘岛乡花岙岛，是岛也是
村，山峦叠翠，景色迷人，森林覆盖率85%，全岛“零工
业”，是国家海洋公园、省地质公园。

随着花岙岛居民大量外迁，少量老人留守的原始渔
村在风蚀海侵下呈凋敝之势。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给
沉寂的花岙岛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高塘岛乡充分挖掘海
岛潜力，盘活资源，全力推进美丽海岛建设，打造海岛
旅游度假目的地。

洞桥洞桥：：
构建可游玩的立体农业园构建可游玩的立体农业园

鄞江江畔、南塘河边，水田里养龙虾、田埂上种葡萄、万棵
梨树布满田园、“蒙古包”农家乐横空出世……走进海曙区洞桥
镇沙港村，一个以种植养殖为基础、文化产业为依托，集休闲、
旅游、民居、教育为一体的生态农业文化休闲基地初露雏形。

作为海曙整体规划的现代都市农业示范区“三区六园”的
有机组成部分，在清代浙东学派全祖望的故里沙港村，将崛起
一个占地2000亩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园区”。

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 立 朱斌

打造城市“后花园”

“按照海曙区的规划，洞桥镇
作为海曙西片区半山区，将和鄞
江 、 横 街 镇 一 道 ， 重 点 发 展 林
特、水果、粮食、茶叶等产业，
创出区域品牌、特色基地和美丽
风景线。距离市区 15 公里的洞桥
镇因地制宜，打造沙港农业可持
续发展示范园区，推进农业+文
化+旅游+休闲新农业综合体建
设，助推洞桥美丽乡村建设，打
造城市‘后花园’。”洞桥镇相关
负责人表示。

“项目区域主要位于沙港村，
南临鄞江流域，北依南塘河，占
地约 2000 亩，总投资将达 9000 万
元，分三期持续五年打造，其中

一期 300 亩，二期 700 亩，三期
1000亩。”负责项目实施的宁波飞
越沙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吴阵飞介绍，这一项目主要包括
粮食、水果种植，淡水养殖及农
业观光、生态旅游、民居民宿、
田园婚庆、田园宴会、教学劳动
实践等，将开发新型农业综合体。

项目地处鄞江低洼农田，每
年台风季节饱受洪涝灾害，有时
几乎颗粒无收。“我们在水稻田里
养龙虾和花鲢，优化水质、减少
病虫害；在坝上种各种水果，形
成立体循环农业，推动亩均产值
大幅提升；对项目进行规模化生
产 和 经 营 ， 解 决 部 分 村 民 再 就
业，增加农民收入。”吴阵飞表
示，这一项目不仅使土地改良、
环境优化，而且增产增收，形成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低洼田、旱
涝田改造提供新思路。

昔日低洼地的“蝶变”

在沙港项目现场，笔者看到，
昔日低洼地视野开阔，水田连片，
蒙古包模样的小型“农家乐”建筑
拔地而起。据悉，该项目现已完成
一期 300 亩土地流转，去年已完成
土地平整、排水灌溉、打底施肥等
基础工程，将建成标准样板，包括
120 亩蔬菜采摘区、80 亩水稻和小
龙虾套养区、110亩休闲垂钓区，完
成投资600余万元。

今年 3 月底，从江苏盱眙引进
的小龙虾被投放到 80 亩水稻田中
试养。“6 月份收获了第一批龙虾，
目前由于水土不服等原因，没有达
到理想产量。不过小龙虾松土、肥
田的功能已经显现，水稻长势好、
产量提高。”吴阵飞说，下一步将提
高小龙虾养殖技术，打造小龙虾种
苗生产、饲养、销售产业链。

田野上密密排列的一棵棵果
树颇养眼。原来，这是引进自山东
农科院的新品“彩虹梨”。“考察比
较了全国各地几十个新品后，我们
作为宁波地区独家，引进这一新
品。”吴阵飞介绍，该品种口感香甜
脆爽，外表红色酷似苹果，还带着
黄色的条纹，故取名“彩虹梨”，“目
前请来了山东的种植专家，种下了
1 万棵，另外在种苗基地种了 2 万
棵，期待3年后的丰收。”

笔者了解到，园区最大的亮点是
总投资1331万元、浙东唯一的200亩

“水上花海”项目。“花海分三年完成
种植。届时，睡莲、荷花、鸢尾等几十
个品种的水生植物四季开花，将成为
南塘河风景线上的一个亮点。”吴阵
飞说，除了鲜花满园，还将分两年打
造宁波首个生态田园婚庆宴会基地，
适时和旅游公司合作，打造南塘老街
到洞桥内河航船复古一日游线路。

本报记者 陈章升
通讯员 张 衡 奕碧琼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房子空间
受限、朝向不佳等原因，找一个合
适的地方晾晒衣物让不少“马大
嫂”犯了难。今年以来，慈溪市浒山
和古塘街道在鸣山、金南、舒苑等
社区试点推广公共晾晒区。此举不
仅让越来越多的衣被“走出”家门，
且减少了因晾晒衣被破坏小区绿
化的不文明现象。

在前期征集居民意见建议基
础上，这些试点社区充分利用小区
公共空间建起公共晾晒区。晾晒区
有的成片，有的分散在小区空地，
建设修缮资金来自社区、业委会等
单位和组织，日常维护管理主要由
所在的物业公司负责。“公共晾晒区
位于小区的活动舞台，由社区在今
年5月出资建成。没有演出时，居
民们可以在此晾晒衣被，有演出
时，管理人员会将这些活动式晾晒
架移到其他空地。”金南社区党总
支书记胡淑南说。

嘉和名苑一期的公共晾晒区
位于五灶江边上。以前，一些居民
因为居住的楼层采光不佳或没有
晾晒架，经常将衣服、被褥直接晾
晒在小区的健身器材和低矮植被
上。“有时，大家晒的衣物多了，非
常碍眼！”旦苑社区党总支书记黄
君益说，“晒衣服被褥这件事虽然不
大，但是与居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
相关。后来，小区业委会根据居民的
需求，试点设立了公共晾晒区，受到
了大家的欢迎。现在，这个晾晒区面
积已扩大到250平方米左右。”

尝到公共晾晒区“甜头”的还
有鸣北小区的居民。与嘉和名苑一
期情况相似，在设立公共晾晒区
前，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晾晒衣物，
一直是居民们的一个心结。“随意
晾晒衣服被褥，不仅占用公共场所
设施，而且影响小区整体形象。如
果将它们晾晒在家里，那些家里采
光不好的居民又会犯难。”鸣山社
区党总支书记陈文强说，针对这一
问题，社区在鸣北小区设立了专门

的晾晒区，“经过前期的位置考察
以及设计，今年我们在小区多块空
地上建起了公共晾晒区。”

公共晾晒装置根据居民的实
际需求而建。有的小区搭建了可挂
晒衣服被褥的钢管架，有的小区还
建起专门晒鞋子、晒干货的装置。
在鸣北小区，公共晾晒区的晾衣架
由不锈钢金属制成，长短不一，造
型美观。在每一处晾衣架旁，还竖
立着一块“公共晾晒区”牌，上面写
着文明晾晒公约，如“请将衣物统
一晾在小区公共晾衣架区域”“自
觉爱护公共晾晒衣架，不晾晒过重
衣物”等。社区居民俞阿姨说：“晾
晒衣物时，居民们会有序排队。对
于这些宝贝，大家都很爱护。”

公共晾晒区的设立推广受到
许多慈溪社区居民“点赞”。这两
天，一些居民趁着天气晴好，纷
纷抱着棉被和衣服到公共晾晒区
晾晒。“以前，我在家里的窗台边
晒被子不仅晒不透，遇到风大时
被子还会被吹到楼下。现在，大
伙儿在公共晾晒区可以一边晒衣
被，一边聊天。冬天，这里的人
气更旺！”旦苑社区居民华阿姨乐
呵呵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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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 欣
通讯员 邵家艳 许耀立

为了提升区域发展能级，从去
年 3 月起，江北区政府采取市区两
级土地储备合作开发机制启动该
项目，并于当年 9 月顺利完成地块
内14家企业的征收签约工作，签约
率达到 100%。今年以来，江北区积
极响应“六争攻坚”城乡争优系列
部 署 ， 通 过 主 动 领 题 、 快 速 破
题、精准答题，逐步完成了地块
清退、场地平整、围挡设置等工
作，使其具备了出让条件。

体制机制上谋创新

回想起历时一年多的征拆过
程，属地街道白沙街道拆迁办相关

负责人说，体制机制上的创新，在
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征拆的进度。
在资金筹措方面，由市、区两级按
11 比例出资改造，同时，为缩短
项目储备周期，市土储中心与江北
区政府对收储地块进行详尽科学
的可行性研究论证。2017年 8月 8
日，《原供销社仓储地块土地储备
实 施 方 案》 获 市 政 府 办 公 厅 批
复，为项目快速审批和实施提供
了依据和保障。

考虑到征迁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市供销社地块征收工作领导小
组迅速成立，由属地街道党政一把
手亲自挂帅，区级部门与条线班子
成员一一对应负责地块内 14 家非
住宅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坚持每周
召开碰头会，协调解决项目征收工

作中的难题 30 余个，并从区房征
办、属地街道其他科室、社区等抽
调精兵强将充实到一线，根据时间
节点倒排工作进度表。采取全体动
员、分片包干的工作机制，在加快项
目签约的同时，帮助企业解决过渡期
问题。如为地块内涉及搬迁的企业代
办证照变更，替搬迁企业物色新办公
场所，最大限度消除因地块征收对企
业日常经营所带来的影响。

清退拆除上争效率

市供销社区块内还存有市区
最大的工业仓储类群租房——锦绣
公寓，它是此次征拆中的一块“硬骨
头”。该公寓建筑面积达 6021 平方
米，实际居住人员最多时达900人。
多年来，由于群租人员密集，一直存

在消防通道不规范、私接电线、违规
使用煤气瓶等安全隐患。

攻坚小组成员几次三番上门与
承租户、租户进行推心置腹的沟
通，同时相关部门联合执法，实行
定时通报、定人跟踪、定点强化，
最终仅用 30 天便平稳清退了所有
租户。

为了确保安全作业，不影响
地块出让，江北区创新思路，引
入监理单位参与项目地块房屋拆
除。从项目施工前资质、方案审
查，到作业过程中拆除方式、警
示标志、周边围挡设置监督、环
保评估等全程监理，从而给快速
拆除工作加装一道“安全阀”。这
是我市首次在征收拆迁项目的房
屋拆除中引入监理单位。

花岙岛：
打造海岛旅游度假目的地打造海岛旅游度假目的地

古法晒海盐。

花岙石林奇观。 （图片由高塘岛乡提供）

工作人员在规划沙港农业可持续发展示范园区。（陈朝霞 摄）

江北白沙江北白沙：：
创立旧城区低效地改造示范样板

近日，甬江北岸北侧的市供销社区块已被夷为平地，四周
筑起了高高的围挡，破旧的楼房、脏乱差的环境不见了。

市供销社区块是我市的重点收储地块之一，涉及非住宅
14家共46户，房屋总建筑面积约8.3万平方米，是我市近年来
启动的旧城区改建项目中，面积最大的非住宅区和体量最大
的旧城区低效地。由于紧邻着原宁波铁路北站和港务三区，结
合相关历史原因，该地块曾是宁波仓储物流主要用地。近年
来，该区块房屋大部分对外出租，地块内人员复杂，存在较大
的安全隐患。

图为征拆后的市供销社区块图为征拆后的市供销社区块。（。（徐 欣徐 欣 许耀立许耀立 摄摄））

上周五一大早，家住慈
溪嘉和名苑一期的朱阿姨
与邻居们相约小区的“公共
晾晒区”，让家中的被子在
室外透透气，顺便舒展一下

“筋骨”。嘉和名苑一期是慈溪
旦苑社区最早设立公共晾晒
区的小区,能同时供居民晾晒
70条被子。

图为嘉
和名苑一期
小区居民正
在公共晾晒
区晒被子。

（ 陈 章 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