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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全力打造绿色交通城市宁波全力打造绿色交通城市

绿色是美丽中国最动人

的底色，交通是流淌在城市里

最灵动的风景。

一座绿色交通城市，应该

是运输结构和运输组织完整

有序，应该是绿色出行和集约

运输蔚然成风，应该是运输装

备、交通基础设施的清洁高

效，它们使人、货、车、船、路、

港浑然天成，让城市在流动中

吐故纳新、清新美丽。

2015年，经交通运输部批

准，宁波市正式创建绿色交通

城市，围绕“建设综合绿色交

通，打造智慧美丽港城”建设

主题，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

体，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自 2011 年以来，累计下

达市级交通运输节能减排补

助资金超过 1.5亿元，带动企

业投入资金超过100亿元，充

分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

斤”的杠杆效益，推进交通运

输企业履行绿色发展责任，强

化政策引导、项目支撑，以项

目带动产业、以产业推动发

展，在淘汰落后运输装备、技

术升级和绿色环保等重点环

节不断发力，保障创建绿色交

通城市顺利完成。创建期以

来，绿色交通城市重点支撑项

目累计完成投资68亿元，可产

生年节能量 4.4 万吨标准煤，

替代燃油量 7.9 万吨标准油，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万吨。

在创建绿色交通城市过

程中，宁波打出了港口争绿、

公路争美、运输争速、管理争

效的“四争”组合拳。高质量建

设、高效能管理，在创建绿色

交通城市浙江省交通运输厅

预考核中，专家组认为宁波

“取得了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

和良好的社会效益，有力支撑

了浙江绿色交通省创建，为城

市绿色交通发展发挥了引领

作用”。

绿色交通梦，在宁波成为

现实。

三年前，一艘载箱量为 1.3 万
标准箱的大型集装箱船“中远丹
麦”轮泊靠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
随后该集装箱轮在远东码头平稳
接入港口电网，浙江省首个高压变
频船舶岸电项目正式投入使用。该
项目被交通运输部列为首批港口
船舶岸电电能替代示范项目之一。

泱泱宁波舟山港，600 多条航
线连接着全球 100多个国家，年货
物吞吐量突破10亿吨，年集装箱吞

吐量超2600万标准箱，分列全球第
一和第三，是国家的主枢纽港之一。

如今，不仅仅是远东码头，宁
波舟山港已建成低压岸电系统 94
套、高压岸电系统 6套，9艘船舶完
成靠港船舶使用岸电技术改造。岸
电接电点数量、覆盖率和年均接电
船舶艘次均位列全国港口前茅。
2018 年 12 月 25 日上午，全国港口
首艘双燃料拖轮宁波舟山港所属

“甬港消拖60”顺利下水。双燃料拖

轮的应用充分体现了低碳、绿色、
环保的发展理念，采用双燃料发动
机 驱 动 ，可 实 现 柴 油 与 天 然 气

（LNG）两种燃料的相互转换，燃油
替代率可高达 90%。采用燃气模式
运行时，全面减少环硫氧化物、颗
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等排放，
是我国港口港作船舶升级换代的
代表性产品。除此之外，港区全面
推行清洁能源运输设备，到 2018
年底，累计投用LNG集卡达650余
辆，规模居全国港口前列，年使用
天然气超过1.6万吨。

林立的桥吊、龙门吊等大型装
卸设备上，基本都安装着一个小盒
子，别看它小，它能将这些“大家
伙”工作时释放的能量及时回收到
交流电网中，提高了能源利用率。
创建期间，累计投资超过 4300 万
元实施能量回馈技术改造，大型港
作机械能量回馈技术应用率超过
90%，年均节能 1400 吨标准煤，减
排二氧化碳2900吨。

创建绿色港口过程中，宁波舟
山港累计投入超 11 亿元，在提升
港口生产调度自动化水平、推广节
能技术、应用清洁能源装备等方面
不断创新，逐步走上一条绿色转型
升级之路。

■港口争绿 东方大港新底色

宁波南部的象山港，有最美
的海湾之一，青山映着波光粼粼
的海面，横跨胡陈港、力洋港、
青山港和蛇蟠水道等港湾、滩涂
的三门湾大桥逶迤而行。

三门湾大桥及接线把“内优
外美、绿色环保、智能高效、服
务优质”的理念贯穿于项目的规
划、设计、建设、养护、管理、
运行等全过程。在方案设计上，
加强了对沿线风景优美的乡村和
海滨的保护，最大限度减少工程
建设对沿线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影
响，同时避免切割沿线宝贵的腹
地资源；通过大狮子山出洞口东
西线位调整，避免了对饮用水源-
溪口水库的影响。在项目建设
中，将隧道开挖的石料经挑选后
破碎加工，作为机制砂及填石路
基材料，节约了工程成本，减少

弃方及土地占用。将高速公路融
于自然，三门湾大桥赢得了“山
海高速”的美名，也为三门湾新
区海陆统筹发展预留了空间，为
海洋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同
时，获得了浙江省公路水运“品
质工程”建设省级试点，还成为
了浙江省第一批“两美”浙江立
功竞赛的十大重点工程。

高速公路大气端庄，普通公
路则是一条条美丽经济交通走
廊，带动着宁波市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和民生改善。目前，全市完
成创建美丽经济交通走廊 1823 公
里 ， 公 路 精 品 示 范 走 廊 575 公
里，以科创产业走廊、生态富民
走廊、自然风景走廊、绿色生态
长廊、历史人文走廊为重要抓
手，推动一批国家 4A级景区、特
色小镇、经济开发区和特色精品

村、乡村旅游集聚区的开发建
设，打造出象山、江北等一批美
丽经济走廊省级示范区县 （市）。

公路及桥隧上的节能照明技
术，路面上的橡胶沥青、泡沫沥
青节能技术，车辆超限超载不停
车预检管理系统等一批新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的应
用，让宁波公路因“绿”更美。

同时，以车辆超限超载不停
车预检管理系统为支撑，建立了

“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属地管
理、联合执法、综合治理、标本
兼治”的公路车辆超限超载长效
管理机制，非现场执法、法规建
设、非法改装车整治等处于全国
同行领先，全国先后有 30 多个
省、市交通、公安部门来宁波考
察交流，并得到交通运输部领导
充分肯定。

■公路争美 交通走廊美如画

绿色交通是公共产品，也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很多穿梭于
城市的宁波人，习惯骑着公共自
行车、共享单车或坐“微公交”
到地铁站，然后坐地铁上下班。
轨道交通、常规公交、公共自行
车和出租车的“四车一体”城市
公共交通体系，为人们的绿色出
行、便捷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然，公共交通带给宁波人
的感受不仅如此。崭新的车辆、
清洁的能源、便捷的支付是宁波
人喜爱乘坐公共交通的重要原
因。在宁波市区，有三分之二的
公交车为清洁能源或新能源车。
2017 年 12 月，宁波便启动市区
公交一体化支付终端机具试点工
作，仅半年多时间实现市区 600
余条公交线路、7973 辆公交车
实现移动支付等多种支付功能全
覆盖，日均使用移动支付乘车超
18万人次。

人便于行，货畅其流,集装

箱提箱预约系统提速宁波低碳物
流。从 2016 年开始，市交通局
以政府公共物流信息平台模式，
促成车队、驾驶员、货代等用箱
人通过互联网平台，与堆场企业
形成高效的业务协同作业体系。
此后，预约提箱系统不断丰富，
去年 12 月，集装箱出口提空进
重无纸化在宁波港域码头上线试
运行，目前已成功与 80%船公
司 、 所 有 的 港 外 28 家 堆 场 及
1300 余家实际用箱人对接，计
划 2019 年上半年，全面实现出
口提空进重全程无纸化。

据测算，全程无纸化在宁波
舟山港全面推广后，每年可节约
燃 油 240 万 升 ( 约 2940 吨 标 准
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40 万
千 克 、 减 少 用 纸 量 720 万 张 。
欧盟气候行动与能源委员会卡
涅特主席以及中国气候变化事
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充分肯定了
宁波做法。

■运输争速
人货畅行两相宜

去年 12月 18日,国内首条双
层集装箱海铁联运班列——宁波
舟山港至绍兴双层集装箱班列成
功首发。双层集装箱列车使用承
载能力更强的专用车底，相较普
通的单层货运列车，运量可提高
30%以上，目前仅有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等少数国家运营。

通过有效的引导，宁波成为
国内海铁联运增幅最大的城市，
去年全年完成60.2万标箱，同比
增长 50.2%，运输量排名上升至
全国第三位。自2018年1月份重
庆-宁波海铁线路开行以来，渝
甬出口海铁联运班列以高效的运
输时效、便利的出海通道、优质
的服务深受客户的称赞。截至
2019年3月底，渝甬班列共运行
160 列，到发集装箱量 19472 标
箱;渝甬出口班列的开通，将有
效保护长江资源，缓解长江拥

堵、解决货物出运难问题，打造
时效快的物流通道。下一步，宁
波舟山港将开通渝甬进口海铁联
运班列，双向连通渝新欧“一
带”和宁波舟山港“一路”，使
渝甬班列形成“双向、双路、双
重”的格局。而宁波集装箱海铁
联运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已通过
交通运输部专项验收，获得交通
运输部信息化示范项目称号。

发展智慧交通，强化新能源
研发及应用，加强绿色交通宣传
……一系列创新和高效的管理手
段，推动宁波城市绿色交通实现
从“单一”到“融合”、从“优
先”到“优选”、从“量变”到

“质变”的大飞跃，到 2018 年
底，基本建成绿色交通运输体
系，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交通运输
各领域、全过程，为美丽宁波建
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管理争效
蹄疾步稳圆“绿”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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