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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绵延千年的城市年轮中，15 年只是
短短一瞬，但这期间宁波东部新城的蝶变，却奏
出一段最华美的乐章。宁波，因此而再造了一颗
青春脉动的强劲“心脏”。

在东部新城，您能感受到肩负宁波新一轮城
市发展“龙头”而蓬勃绽放的活力与生机。

在东部新城，您能感受到美轮美奂的江南美
景、生态公园，无声诉说着风清景明的美丽乡
愁。

在东部新城，你可以感受到宜居、宜业、宜
游的高品质城区，正在变为现实图景。

跳出三江口，向东是大海。时光回溯到 21

世纪初，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
“城市病”，为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缓解老城交通拥
堵，建设现代化港口城市，建设全新的中心城区成为
必然。2002年，市委、市政府正式作出了开发建设东
部新城、实现甬城发展新跨越的重大决策，这成为新
时期宁波城市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由此，东部新

城在2005年正式拉开了开发建设的大幕。
历经 15年开发建设的蝶变，东部新城开发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随着 2014 年 1 月市行政中心的
正式启用，宁波正式进入“新城时代”，东部新城与
老城区三江口“一城双心”的总体空间格局已经形
成，共同构筑宁波现代化大都市框架。

使命担当：为城市再造一颗“心”

承担着拉开城市框架、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历史使命，东部新城开发建设从一片空白开始，历经15年逐梦前行，成长为宁波城市经济的
新引擎和居住核心区，一座富有国际化、现代化和宜居化的新城如红日初升，喷薄而出。未来，东部新城将在“争优抢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基础上，拉高
标杆，逐梦前行，建设成为宁波现代化国际都市区。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围绕宁波城市建
设，对标国内外先进城市，东部新城如何乘势而
上，再上新台阶？

面对品质提升新的发展时期，结合实际，拉
高标杆，东部新城指挥部提出今后一段时期东部
新城的发展目标：建设成为宁波现代化国际都市
区。

“建设宁波现代化国际都市区，既是东部新
城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东部
新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现实需要。”东部新城指
挥部总指挥诸国平介绍，将围绕“产、城、人”
融合，做强产业集聚功能、做精公共服务功能、
做优综合承载功能，让东部新城不仅成为宁波城

市地理上的核心，更成为功能上的核心。未来将抓
好五个重点：

加大产业统筹力度，增强国际化的产业特色。
打造国际化总部商务区，实质性建立并强化区域内
产业平台联动机制；争取国际组织分支机构、中东
欧国家商会等落地；大力引进世界500强等龙头企
业，吸引跨国公司设立研发、销售、结算等总部机
构，重点引进保险法人机构、功能性总部等金融机
构，做大做强金融硅谷、赛伯乐金融产业园等产业
平台。

加速海外人才集聚，形成国际化的创新动能。
依托甬江人才创新中心、国际青年人才社区和国际
时尚创意中心等载体，加大海外研发机构、科技孵

化机构、知名高校研究院等引进，加快海外科技、
文化等高层次人才和团队集聚，营造良好的人才创
业创新生态系统，成为辐射全市、面向国际的全链
融合创新基地。

加紧城市形象优化，提升国际化的区位价值。
450 米城市之光超高层、409 米宁波中心超高层、
明湖、中央公园、生态走廊、水街、泛光照明提升
等重大项目加速推进提升，努力呈现一批具有时代
感、标志性、独创性的宁波新地标，将水与绿的生
态环境打造成东部新城的一张名片。

加快公共服务导入，营造国际化的人居环境。
加大国际知名、境外特色的品牌和商家引入，加速
夜市经济发展，逐步将中山路、宁穿路沿线打造成

国际化特色商业街区，形成国际化消费环境。加大
引进建设具有国际水准、面向社会服务的文化、教
育、医疗等综合配套项目，为外籍人员在本市工
作、生活、旅游等提供便利，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公
共服务中心。

加深人文交流合作，打造国际化的传播中心。
按照集约化思路，沿后塘河至明湖周边打造“文化
设施集群”，明湖周边规划美术馆、博物馆、艺术
馆等文化设施，与恒大秀场、文化广场保利剧院、
城展馆等形成集聚效应。同时，积极培育现代、多
元、包容的城市文化，充分挖掘积累新城的人文元
素，使东部新城成为我市国际文化交流的门户和窗
口。

全新蓝图：打造现代化国际都市区

核心提示

一座新城，集聚人气才会有真正的活力。经
过 15 年的建设，东部新城不仅建成了数量众多
的品质小区，而且还完善了城市配套功能，形成

“宜居宜业”的品质新城。
“水在城中，城在绿中”。在这里，河湖水系

自然本底得到尊重。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水系和河
岸空间，尽可能保留水系河网和自然绿地，统筹
把握城市结构关系和各功能组团划分与水系、绿
带的布局关系，使水系和滨水空间、生态绿地与
城市功能、建筑布局、道路交通等有机融合，形
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空间。

在这里，高品质的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
资源被优先导入，沿后塘河两岸打造的文化产业
集聚带，汇集了文化广场、五一广场、市图书
馆新馆、市城展馆等市级文化平台。教育方
面 东 部 新 城 中 心 幼 儿 园 、 新 城 第 一 实 验 学
校、华师大宁波艺术实验学校东校区、效实
中学东部校区等教育资源已建成投用；医疗

方面，宁波市眼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项目已建成投用，泰康国际医院等医疗项目即
将开工建设。

在这里，交通出行更便捷。东部新城内的快
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及步行道路紧密衔
接，等级分明的综合交通网络初步形成，保持了
与周边地区道路网的对接。公交线网包括了城
际、区际、新城内多个层级，乘坐轨道交通可作
为远期主要交通出行方式，公共自行车解决了城
市“最后一公里”问题。空中走廊、地面步道、
地下通道也构建了立体化的步行系统。

按照规划，东部新城将提供 800 万平方米的
公寓、住宅，满足 17 万人口的居住。截至目前，
新城内已建成住宅面积 405 万平方米，今年内还
将有20余万平方米的住宅陆续交付使用。

随着生活配套的逐步成熟，东部新城正成为
宁波市民的理想居住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家
安在这片充满希望的热土上。

关键词：宜居化新城

高楼鳞次栉比，道路宽阔整洁，公园美丽宜
人……目之所及，风景如画，一幅现代化、生态
化的城市建设美好画卷在东部新城徐徐展开。

美丽的现代化新城需要靠优秀的建筑作品来
表现。秉持开放的胸襟，东部新城以“设计取
胜”的总体要求，引入国际化的设计资源，集聚
全球设计智慧，诞生了众多高品质的特色建筑。

在开发建设之初，东部新城就对建筑设计提出
了四个基本理念：建立二十一世纪现代城市之形象
与标识；倡导具有人文、科技、工业化特征的建筑形
态；强调建筑的人性化尺度；鼓励生态节能建筑。

从 246 米高的中银大厦到 256.8 米高的环球
航运广场，东部新城已建成或在建100米以上高
楼 40 幢，不断刷新宁波地标高度。130 米高的宁
波帮总商会已建成投用，206 米高的国华金融中
心也已接近尾声，立方体造型的建设银行、结构多
变的嘉裕酒店以及甬新河畔的采用“钢结构+玻
璃幕墙”高技派手法运用醒目“中国红”的宏泰广

场，其建筑形态别具一格，成为东部新城的封面作
品。未来，随着409米高的宁波中心和450米高的城
市之光的建成，东部新城将真正成为“高度最高、体
量最大、标准最严、品质最优”的现代建筑展示区。

城市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高楼大厦中，也
体现在丰满繁密的细节之中。东部新城综合运用
雕塑、夜景等元素，精心设计具有极强形式感、
运动感、流动性的城市家居，开展泛光照明统一
控制，塑造精品城市街区和美轮美奂的展示区，
打造多样、活力、时尚的城市形象，展现宁波现
代化都市的独特魅力。

此外，地下空间高效利用成为典范。通过开
发轨道交通、地下道路、地下步行网络、地下停
车场及其网络、共同沟网络等主要地下利用设
施，注重连片成网、系统布局，东部新城地下空
间已成为全省地下工程典范之一；东部新城规划
地下空间 550 万平方米，核心区内长约 10 公里的
浙江省内第一条共同沟已于2012年建成投用。

关键词:现代化新城

从阡陌桑田到广厦万千，从城市边缘到核心
腹地，东部新城完成了从城郊农村向现代产业新
城的蝶变。如今，东部新城正在以金融服务、贸
易会展、航运物流“三大中心”为龙头，加速人
才集聚，建设时尚创意、智能经济和大健康“三
大特色产业集聚区”，成为宁波产业转型发展的
主阵地。

其中，以国际金融服务中心、金融硅谷为主
要载体的金融服务平台聚集了市级分行总部 13
家，引进落户了东海航运保险、天平保险销售全
国总部等各类金融机构超过100家，在全市形成
了金融机构集聚发展的优势。国际贸易展览中心
集聚了全市80%以上的会展企业，拥有大宗商品
交易中心、跨境电子商品交易中心等大型贸易展
示平台，已成为中东欧博览会、智博会等国家级
展会举办地。国际航运物流集聚了全市30%以上
的航运物流企业，吸引了包括宁波舟山港集团、

中国船级社浙江分社等一批优质总部，以及全球国
际货代、赫伯罗特、民生轮船等世界前 20 强班轮
公司入驻。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东部新城紧跟时代的
步调，积极搭建产业孵化平台，打造甬江人才创新
中心，集聚宁波高层次人才和优质科技创新产业。
自 4 月 20 日开园以来，甬江人才创新中心已吸引
29 家企业和机构入驻，包括复旦宁波创新中心、
人力资源产业园等 4家平台机构，交付使用的 2号
楼签约去化面积近80%。

下一步，东部新城还将继续围绕“三大特色
产业集聚区”，推动产业研发及总部型项目陆续开
工建设，包括博洋时尚设计中心、申洲国际中
心、泰康医养综合体、敏实智能经济产业研发
园、研祥集团华东区域总部等项目。通过产业的
升级发展，为东部新城现代化国际都市区建设提
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产业化新城

东部新城规划编制坚持国际视野，采用最先
进的规划理念，以打造“世界级规划”为目标。

2004年，由美国易道公司主持编制东部新城
总体规划和核心区详细设计，完成了总规、控
规、设计等多个层级22项规划的系统编制。自启
动建设以来，先后有60多名世界顶尖设计大师和
50多家国内外知名规划设计事务所对东部新城的
空间布局、区块开发、环境品质等进行专项研究
设计，确保城市规划设计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东部新城建设的价值导向和理念如同一把标
尺，成为之后指导项目建设的共同理念和准
则。“活力都市、人文情怀、水乡特色、天人合
一”的 4 大发展目标和策略将这一理念更加具象
化。

按照生态城市理念，东部新城规划了南北走
向的“生态走廊”。它位于新城区中部，福庆路
以东，南北方向上开辟“生态走廊”，以大型自

然水面、生态绿地为主要设计元素，结合布置
体育公园、中央公园等休闲、娱乐、体育设
施，形成新城连接甬江与东钱湖地区的城市景
观走廊。

新城区通过东西向的“都市轴线”与南北向
的“生态走廊”，创造了“十”字形城市空间结
构。在此基础上，结合甬新干河水利与生态景观
工程，围绕中心商务区和行政办公综合区，形成
新城核心区“H 轴双核心”的城市架构和“开放
型、网络状”的城市联接。如此规划，当时的美
国易道公司亚洲区规划设计及发展总裁黄智聪先
生自豪地声称：这是“世界级的规划”！东部新
城是他“心中理想的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副部长黄艳称赞东部新城在城市规划、城市设计
方面做了很多有益尝试和探索，其很多做法和经
验值得推广，是“全国城市设计探索实践成果试
点及样板”。

关键词：世界级规划

城市绿道：生态走廊二期 城市主干道：中山东路 CBD城市夜景

夜幕下的新城水街 城市核心区 市民广场：夏日赏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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