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短一个月时间，新碶康
桥小镇商圈的截污纳管排查、改
造完成，比预定时间提前了至少
半年！”北仑区五水共治办副主
任赵贤群坦言，商圈毗邻中心城
区主干河道中河，并在全市率先
引入高清移动布控球设备，监控
餐饮企业偷倒油污、餐厨垃圾等
行为，终于实现了“晴天不排
水，雨天无污水”的目标。

北仑是浙江治水工作先进地
区，起步早、投入大，成效明
显，已 3次获得全省治水最高荣
誉“大禹鼎”。近日，北仑自我
加 压 ， 提 出 了 更 高 标 准 ： 到
2020 年，全区区控以上断面水

质全部达到Ⅲ类水标准，全区
535 条河道基本达到Ⅳ类水及以
上标准，真正展现“水清、流
畅、岸绿、景美”的江南滨海城
市美景。

“我们将通过深化‘一河一
策’，推进污水零直排区和‘美
丽河湖’建设，实施生态用水保
障水平、科技治水能力、长效管

理水平等三大提升工程，打出治
理‘组合拳’。”宁波市生态环境
局北仑分局局长王涛说，目前，
全区 535条河道水质监测已实现
全覆盖，“一河一策”基本编制
完成。

“污水零直排区”建设通过
项目提速，大力推进工业园区、
企业、住宅小区、城镇商圈餐饮

企业、涉洗行业的雨污分流和截
污纳管工程。同时，加快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建设，力争至 2020
年年底，全面完成污水处理厂新
建和提标改造。

水清景秀的美丽环境，是城
市品质的重要指标，打造北仑“河
湖文化”特色品牌由此被提上日
程。“我们将回应百姓期许，在城
区主要河道布设滨水滨岸慢行
道、景观平台等亲水便民设施，并
充分挖掘桥、堰、闸、碶等区域河
湖文化资源，提升河湖的人文气
息。”王涛说，力争到 2020 年年
底，每个街道至少完成 2 条主要
河道“美丽河湖”创建。

治水全域推进筑安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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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现代化临港智创之城 全面建设国际化滨海秀美之城

开启“双城”新时代 擘画发展新坐标

北仑在变。

这片40年来引领浙江省对外开放的经济热土，肩

负高质量发展的样本使命，几经变迁。

当我们在改革开放上下 40 年的历史瞬间回望来

路、展望前程，必须承认，在辉煌夺目的发展成就面

前，北仑这座过了而立之年的国际港城，同样也遭遇着

发展瓶颈的困扰。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虽然当前有10项主要经

济指标总量稳居全市第一，但是北仑也最先遇到了资源

环境瓶颈、经济结构限制、社会矛盾凸显等一系列难

题。614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发强度达到36%，甚至已经

超过香港。作为全省重大项目最集中区域之一，区域环

境承载极限日益逼近，经过近百亿生态提升改造工程，

区域能耗的下降空间也越来越小。而且，北仑的城市品

质短板愈发凸显，城市设施配套与经济发展匹配压力越

来越大。

在世情国情和自身发展阶段的历史交汇点上，北仑

正在谋求转型突破。一年前，宁波吹响“六争攻坚、三

年攀高”冲锋号角，北仑更加激发了实干求变、创新发

展的动力。在“六争攻坚”当标兵、“三年攀高”争先

进和“两整两提”专项攻坚行动的带动下，北仑正在发

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巨变。

市场综合整治、小微企业整合、河道水质提标、居

住环境提升等专项行动如火如荼，大抓“群众有感的

事”，改变了北仑城乡环境面貌，让北仑企业强身健骨

的同时，更是让北仑干部群众的精气神日益勃发。

责任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刚刚召开的北仑区

委八届六次全体会议为全区上下指明了方向：在新时

代，北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中央、省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重要精神，牢

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八八

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总体部署，围绕“六

争攻坚、三年攀高”的要求，发挥区域优势，全力打造

现代化临港智创之城、全面建设国际化滨海秀美之城，

全面推进建设“青年北仑”“数字北仑”“美丽北仑”

“三个北仑”建设，努力在跻身全国一流强区最前列的

征程上再创新业绩。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这是一个阔

步向前的时代。风劲帆满图新志,砥砺奋进正当时。当

前，北仑全面开启“双城”发展战略新时代，全力聚焦

市委赋予北仑的“走在深化改革开放的最前列，走在创

新转型发展的最前列，走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最前列，走

在改善社会民生的最前列”——“四个最前列”的高质

量发展战略目标，朝着建成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现

代化临港智创之城、国际化滨海秀美之城”扬帆起航！

作为一个集农副产品、小商
品交易于一体的集贸市场，红联
综合市场在小港居民日常生活中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这个

“菜篮子”，居民们曾经怨声载
道。“地上的污水排不掉，垃圾
到处都是，灯又是暗红色的，搞
得整个市场都暗沉沉的，看着就
让人心情不好。”在附近住了多
年的陈阿姨回忆起以前的情景仍
会忍不住皱眉。

市场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农贸市场面貌一新，白色
的日光灯下，一排排摊位按照商
品类别整齐分布，每个摊位下面
都设置了滴水沟，用来处理污

水，更换修补的防滑地砖，不再
让人深一脚浅一脚。陈阿姨笑着
说，老百姓口碑越来越好，如今
再进这个市场买菜，已经成了一
件特别舒心的事情。

农贸市场，一直是城市难治
的“顽疾”。自北仑开展市场综
合整治专项行动以来，通过对
全区 54 个农贸市场的排摸，提

出了“整洁、有序、安全、放
心”的总体目标，制定了 《全
区市场综合整治集中攻坚行动
专项方案》，细化整治目标任
务、攻坚步骤。“与以往不同，
这次整治既要求所有农贸市场
对标创建、软硬并举，全面提
档升级，又突出示范引领，力
争 形 成 各 自 不 同 的 特 色 与 亮

点。”北仑区商务局局长马鹰
说，眼下，北仑已建立由 14 个
部门、10 个街道相关领导干部
组成的攻坚行动联系网络，保
障整治稳步推进。

目前，北仑已对全区农贸市
场及周边区域的乱设摊、乱搭
建、乱堆放、乱张贴等问题进行
集中整治，累计清除垃圾 600余
吨，查处无证经营的流动摊贩车
等“异形车”360 余辆，拆除市
场内外违建 2000 余平方米，化
解处置各类矛盾纠纷 50 余起，
初步建立市场内外动态保洁以及
跨门经营、占道经营和无证设摊
的常态化管理机制。

百姓生活品质再跃升

筹备仅两个月，北仑区滨江
新 城 小 微 企 业 园 二 期 喜 讯 频
传：项目规划方案基本确定，
32 亩土地即将挂牌，预计今年
上半年就能开工。据了解，北
仑已确定 3 年内挤出 1000 多亩
土地，新建示范 7 个环保设施
齐全、服务配套完善的小微企
业园，同时高标准改造提升 20
个小微企业园，破解小微企业
发展难题。

北仑制造业发达，小微企业
发展活跃，目前全区 146个街道
及村级工业企业集聚点，已初步
集纳小微企业 5169 家。打造小

微企业良性产业生态圈，赋能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小细胞，
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
环。

高标准新建和改造小微企业
园，一大目的就是破解小微企业
带来的“低散乱”问题。根据北
仑区小微企业整合专项行动方

案，无论是新建还是改造的小微
企业园，在建造标准、开发容积
率等方面均有相应规定，在废
水、废气、固废处理等配套设施
方面也要达到先进标准。其中，
新建园区要建设 3层以上、容积
率不低于 2.0 的标准厂房，相关
配套设施均对标国内先进，解决

入园企业的后顾之忧。
北仑明确提出，小微企业园

区建设要注重与产业集聚区、工
业园区、特色小镇等布局相融
合，突出同行业企业、产业链上
下游配套企业整合集聚功能定
位，加快培育出一批“单打冠
军”“隐形冠军”。

眼下，滨江新城小微企业园
二期、霞浦大港小微企业园等
新建园区的各项前期工作加速
推进，20 个改造提升园区的具
体标准和实施方案也正在制定
完善，力争早出形象、早出成
果。

产业发展动能更强劲

短短两个月，新碶街道鸿翔
锦园小区的消防通道恢复了畅
通，杂乱的楼道被清理干净，并
配备新的灭火设施，小区里再也
看不到车辆毁绿乱停的情况，街
道、社区与业委会正着手建立环
境治理长效机制。居民们高兴地
说，“现在小区整洁多了，住着心
情也舒畅了。”

这是北仑实施居住环境提
升行动的又一成果。优良的人居
环境关乎百姓的幸福指数，更是
引才引智的重要保证。为此，北
仑区住建局牵头，会同农林、综
合行政执法和文明办等多个部
门，编制完成了全区居住环境

提升攻坚行动方案。“通过中心
城区、小城镇、乡村等 3 个层面，
城乡联动、统筹推进，为百姓幸
福加码。”北仑区住建局局长杨
再达表示。

在 中 心 城 区 ，北 仑 已 启 动
180多个、约230万平方米的老旧
小区提质改造工程，深入开展

“治五乱”“促五修”“查五违”

“建五制”等行动，彻底清除老
旧小区环境“脏乱差”现象。

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全面
提速。截至目前，白峰街道、
春晓街道、戚家山街道、小港
街道和郭巨街道已完成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省级验收，其他
暂未列入省级考核验收的街道
也将全面对标考核，落实工作

细节，实现全区小城镇环境品
质的蝶变。

乡村居住环境提升也在齐
头并进。北仑将以污水治理、
公厕改造、垃圾分类“三大革
命”为突破口，提升农村基础
设施水平。通过对标、补缺与
提升，截至目前，北仑已铺设
污水管网约 550公里，建设终端
90 余座，147 个村完成污水治
理，完成率 100%；13 个村完成
A 级以上景区村庄创建评审，
4000 户农家完成“美丽庭院”
创建；完成农村公厕改造 196
座，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置覆
盖面达到60%……

人居环境改善谋蝶变

“北仑，作为一个城市正在
变得越来越繁华，而我，作为一
个新北仑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幸
福。”

近日，老家在杭州的青年网
友“younger”，给北仑发布写了
一封信，谈了他在北仑学习工作
生活 11 年来的点点滴滴，信件
经网络传播后迅速刷屏“朋友
圈”，也在顷刻间点燃了“青年
北仑”的话题和“北仑青年”的
激情。

城市的活力在青年，未来在
青年，青年强则城市强。北仑区
委八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
共宁波市北仑区委关于实施“双
城”发展战略的决定》，并把

“青年北仑”创建作为实施“双
城”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这对
广大青年和城市发展来说都是重
大福祉。

北仑是一座年轻的滨海城
市，也日益成为青年人集聚的地
方，他们在这里创业创新，抒写
青春的梦想。北仑区(开发区)大
学生(青年)创业园，去年一年就
引进了芸韵自动化科技、漆语文
化等创业项目 56 个，新增注册
资金 1 亿余元，园区还积极发挥
专业服务机构、大型企业、高等
院校等资源优势，开展海享创业
咖啡、校企联合创新创业辅导
班、技师创客空间公开课、人才
招聘会等相关讲座等各类活动40

多场。
跨步迈入“后工业时代”的

北仑，正努力实现华丽转身，广
大青年在这里乐活休闲，畅享生
活的时尚。

上周日，一场“跑过四十
年，新年骑跑运动节”活动在春
晓宁波国际赛道正式上演。“报
名人数有 2000 多人，多数是年
轻人。”宁波国际赛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

与追逐激情的年轻人不同，
在北仑工作的“90后”王小姐则
喜欢恬静的慢时光。“双休日我
就喜欢到博地影秀城逛逛，或是
喝杯咖啡小坐一会，或是看场电
影消磨时光。”王小姐说：“这里

就是我的一站式休闲娱乐目的
地。”

加快青年集聚，提升人口红
利，直接关系北仑城市活力、发
展潜力和核心竞争力。

北仑区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该区正在抓紧制定
创建“青年北仑”的相关政策，
围绕创业创新、就学就业、居住
休闲等重点领域，为青年人量身
定制一批含金量高的专项政策，
真正把北仑打造成“网红”型青
年政策高地。该负责人透露，政
策主要进一步加强青年安居、信
贷、就业、创业、发展、业态等
方面的支持以及子女入学、家庭
医疗、综合服务等方面的保障。

关键词关键词 活力
“青年北仑”优化创业新生态

1 月 10 日一上班，宁波恒远
制衣有限公司的车间就热闹起来
了。产线操作员任翠花来到产线
旁，熟练按下几个开关后，不一会
儿，一件衣服的开口袋、拼缝工序
就完成了，质量达标。而就在一小
时前，她还是一位对这些工序完
全不懂的新员工。

利用智能化改造，恒远制衣
大大降低了员工制衣难度，只要
一小时培训，新员工操作水平就
达到原先三年时间培养一名熟练
工的水平。去年，恒远制衣更是利

用信息化融合，把 4 条生产线合
并成一条，产能不变，成本大大降
低。

近年来，北仑顺应以信息技
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发展趋势，
演绎了从信息技术导入到信息产
业发展、再到以信息经济和服务
渐成主流的区域发展模式的生动
样本。

产业数字化，全方位渗透了
从传统产业到新兴领域的千亿
级产业。近年来，北仑积极推进
现有企业产品、工艺、流程、管理

的数字化。去年以来，北仑区落
实 2017 年度信息经济发展扶持
资金 804.2 万元，海伦钢琴工业
物联网试点项目获得市级补助
资金 200 万元。旭升、华朔两家
公司成功入选第一批市级数字化
示范车间项目。

在越来越多产业嵌入数字技
术的同时，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互
联网技术正加速产业融合的进
程。

1 月 10 日，宁波保税区跨境
供应链管理与结算科技平台上

线，该平台注册资金 1 亿元。2018
年，宁波保税区海关共审核通过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进 口 申 报 清 单
5699.2 万票，同比增长 86.2%，货
值 98.6 亿元，同比增长 81.5%。该
平台正是瞄准跨境贸易下的中小
微企业融资需求，集聚区块链、云
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全力打造宁
波数字贸易平台。

以数字服务为基础的信息经
济，正培育出一批现代服务企业，
去年 1 月至 11 月，北仑区科技服
务业营业收入近5亿元。

关键词 实力
“数字北仑”再塑发展新优势

沿着浙江省“最美公路”太河
路向南，穿越狮子岭隧道就到了
北仑河头村，隆冬腊月，鲜花入
目，满目繁盛。河头村出来后，
沿着太河路继续向南，来到昆亭
村上刘社，流水潺潺的昆亭大溪
坑、粉饰一新的美丽庭院、古色
古香的刘慈孚故居……清水绕村
的乡村田园美景展现在眼前。

穿行在昆亭、河头、三山、
岭下等地，鲜花此开彼落，不见冬
日萧索，让居民望得见青山、看得
见绿水、记得住乡愁的一批农家
乐、民居民宿等休闲旅游项目正
以燎原之势在北仑大地尽情绽
放。

走进昆亭村，精致婉约的小
屋掩映在青山绿水中，古朴而自

然。这只是昔日北仑的一个普通
农村，当年村里人并没有意识到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给他们带来
的福利。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开
展，昆亭的美丽经济多方位发展，
民居民宿、农家乐也如雨后春笋
般兴起。“昆亭周边的环境越来
越美，就想回来发展试试看，没
想到成功了。”美墅馆是昆亭村
上车门一家声名大噪的“网红”
民宿。作为 20 世纪 70 年代上山
下乡的知青，该馆主人徐阿姨再
回下乡地，将昔日闲置多年的民
房“变废为宝”，吸引了一批又
一批游客，也为自己创下了一笔
可观的收入。

民宿与农家乐如火如荼的发
展背后，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

布局。近年来，北仑“坚持全
域景区化”的理念，将都市田
园休闲区、九峰片区、春晓片
区、上阳片区等美丽乡村重点
建 设 区 块 串 点 成 线 、 连 线 成
片、扩片成面，浃江田园体验
线、秀美山川养生线、瑞岩森
林休憩线、东部山海休闲线等 7
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建设不
断推进，14 个村获批省 3A 级景
区村庄，大力发展山海旅游、乡
村旅游、特色旅游。

与此同时，北仑加快核心板
块品质提升。中心城区和滨江新
城区块，一批学校、医疗、住
宅、商业综合体、文体等与民生
切实相关的项目列入建设计划。
中心城区新碶高塘学校、岷山中

学、北仑特殊学校、北仑外国语
学校等一批教育基础设施项目加
快推进，部分学校已经建成或投
入使用。柴桥芦江水系水生态文
明建设工程、北仑文体广场、海天
文体中心、中芯宁波等一批项目
在建或将于年内建成。未来，北仑
将继续发挥依山、拥江、滨海、沿
湾的自然禀赋优势，启动建设北
仑山滨海森林公园、太河路沿线
改造提升、黄山路西衍，串起“山
海林河田、城镇乡村景”的美丽经
济要素。

建设美丽北仑，不仅仅是为
了让北仑美在环境，更要美在人
心。近年来北仑持续提升市民“美
丽素养”，建立文明城市创建常态
化长效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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