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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有理想才有希望，区域也
不例外。新一轮的政策规划，将带
来无限的想象。

根 据 《象 山 县 域 总 体 规 划
（2018-2035）》 草案，象山的发
展定位为：建设“宁波现代化滨海
城区”并承担滨海休闲半岛、海洋
经济高地、智慧科创湾区、影视文
创基地四大职能。并将形成“一主
一副四组团、两带两湾多岛群”的
空间布局结构。

在总体规划背景下，近年来象
山也在各个领域亮点频出：

据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消

息，目前，宁波至梅山城际轨道交
通专题研究方案已成稿。项目包括
主线和支线，主线北起鄞州区，南
至象山县大目湾新城，沿线共设
13 个站点。其中，象山境内站点
为贤庠站、大徐镇站、人民广场
站、大目湾站。

建成运营后，该交通线路能实
现象山县至宁波市中心城区 1小时
快速交通出行，充分优化都市圈居
民出行结构。

规划落地后，宁象城际铁路贯
穿南部新城，对这两块即将推出的
地块来说，可谓如虎添翼。

滨海县城迎来蝶变

象山不仅是宁波“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的重要功能分区，也是宁波大都市圈
建设中环象山港—三门港—台州湾海洋经济平台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多重利好。

随着亚运会、长三角一体化、全域旅游发展示范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以及国家高速铁路、宁波至象山城际铁路等重大机遇产生的叠加效应，象山发展活
力持续迸发，实力不断增强，居民生活质量得到全方位提升。

在此背景下，象山又将有新动作，即将重磅推出象山南部新城2宗优质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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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港大桥的建成通车，大大
拉进了宁波城区和象山的距离。作
为宁波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县，象山
有着海洋经济优势、特色工业优势
和文化旅游优势。近几年，象山坚
定不移谋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并摘得“省首批旅游经济强
县”“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县”“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省首批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等
多个荣誉称号。

当前，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深
入推进，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
门户、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宁波

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在长三角
一体化的巨大红利下，象山积极把
握发展机遇，勇立潮头再争先，加
快建设宁波现代化滨海城区。

此次推出的两块新地，一是象
山滨海大道与丰饶路交叉口北侧
地块：东至新一路，南至滨海大道，
西至周建自然村，北至规划道路，
可建设用地面积 40015.51㎡（折合
约 60 亩），容积率 1.5-2.3，建筑密
度 25%，限高 72 米，用地性质为二
类居住用地。

二是象山宝海路与新一路交
叉口南侧地块：东至新一路，南至

两块新地展开美丽画卷

规划道路，西临丰饶路，北至宝海
路，可建设用地面积 81394㎡（折
合约 122亩），其中二类居住用地
面积 69318㎡，容积率 1.5-2.3，建
筑密度25%；商业面积4900㎡，容
积率 1.5-1.8，建筑密度 40%；配
建幼儿园面积 7176㎡，容积率
0.5-0.8。

交通方面，地块踞滨海大道
之咽喉，横贯东西，连通多条城市
交通动脉。纵横的主干道、密集的

交通网，数条路线可供内外出行
选择。

两个地块以北，成熟的商业
配套及文教设施星罗棋布。象山
港国际大酒店、象山国际风情街、
涌金广场引领区域商贸发展。

象山县第三中学、象山中学、
宁波滨海学校环布，文教氛围浓
郁。再加上地块周边本身独有的
优美的自然环境，区域未来的居
住氛围，引人无限遐想。

就当前象山城市发展而言，
三大板块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分
别是老城区板块、南部新城板块、
大目湾板块。本次推介地块正位
于颇受关注的南部新城板块。

南部新城，位于象山县老城
区以南。北起政实路，南至滨海大
道，西起来薰路，东抵城东山体。

规划范围总面积为265.73公
顷，是未来城市建设的主要区域，
城市新商业中心、行政中心所在
地，中心城区最重要的居住新区。
为了实现“让山林走进城市，让清
溪在都市穿行”，全县上下齐心，
大举措城市建设如火如荼。

据悉，南部新城新颜新貌，象
山县行政中心、企业中心——商

会大厦已投入使用。
象山县中医院也已结顶，该项

目位于丹城城南新区，正是在地块
二西侧位置，来薰路以东，丰饶路
以西，宝海路以南，规划道路以北
地块。医院按三级乙等中医院标准
设计，设置520张床位，配备640个
停车位。

象山第八小学，位于中医院
后北侧，与地块二近在咫尺，已列
入2020年建设规划，预计2022年
投入使用。

未来，象山万达广场、城东住
宅配套项目以及宝海路地块综合
楼等项目将陆续建成并投入使
用，无疑将为南部新城再添上一
抹亮色！

南部新城亮出新名片

王 颖 蔡杨华/文 图片由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供图

凌 波

近日，宁波市委、市政府出台
《践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施意
见 （试行）》，明确了党政机关及
其公职人员“七个参加”和“六个
杜绝”，旗帜鲜明地鼓励公职人员
特别是领导干部与企业家正常接
触、阳光交往，主动参与符合规定
的企业招商引资、政策推介、经贸
交流、学习考察等活动，切实帮助
民营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真心实意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同时，党政部
门及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
与民营企业及其负责人交往中，要
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精神和省、市有关办法措施，坚
守底线、不碰红线，杜绝明哲保
身、片面避嫌，不得对民营企业家
疏远疏离、对民营企业的要求无视
漠视等 （9月12日《宁波日报》）。

在商品经济中，最重要的关系
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具体地
说，就是官员和商人的关系。政府
是经济活动的宏观管理者，企业是
经济活动的细胞。政府与企业的关
系，犹如“裁判”与“球员”的关
系，既相互依存，又职责各异。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需要双方厘

清边界、各司其职和相向而行的鼎
力协作。高效、廉洁、公平、透明
的新型政商关系，能为经济发展提
供强大动力，是顺应经济新常态的
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把新型政
商关系概括为“亲”“清”两个
字，就是对其形态与内涵准确而生
动的诠释。宁波出台这一《实施意
见》，不仅是积极推进清廉宁波建
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宁波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有助于营造
良好的营商环境。

民营经济是宁波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柱，民营企业数量占各类市场
主体95%以上，民营经济贡献了全
市80%的税收、约65%的GDP和出
口、85%的就业岗位、95%以上的
上市公司与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
业相比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更
微妙更复杂，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
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
的重要主体作用，让民营经济创新
源泉充分涌流，创新要素有机整
合，创新活力充分迸发，必然要求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长期以
来，宁波着力改善营商环境，激发
市场活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密集出台相关政策。去年年

底，继降本减负“新十条”、优化
营商环境“80 条”之后，宁波又
发布 25 条新政，力挺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2019 中国民营企业营
商环境报告》显示，宁波营商环境
居最受民营企业认可城市排名第 7
位。

应该看到，在全面从严治党的
大环境下，一些部门及其公职人
员 与 企 业 的 关 系 “ 清 ” 而 不

“亲”，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营商环
境。有的怀有“不干事不出事”
的思想，怕碰红线、触规则，凡
事 犹 豫 不 决 、 缩 手 缩 脚 ， 不 敢
为、不愿为、不作为；有的服务
企业重形式不重内容，到企业调
研往往蜻蜓点水，不解决实质问
题，推动不了工作；有的对企业
采取“软拒绝”，表面上客客气
气 ， 但 决 策 不 拍 板 、 遇 事 先 说
不，机械化地讲规矩、讲依据，
习惯等领导协调、等文件下发后
再执行；有的对涉及多部门的事
务，相互推诿扯皮，看似人人有
责实则都不管，让企业来回跑路。

此时出台 《实施意见》，不仅
解开各方服务企业时望而却步的

“心中结”，而且树起官商交往的
“风向标”，立好边界清晰的“参照

系”。对于政商关系而言，真正的
“亲”，不应是在推杯换盏中加深感
情，也不应是拍着胸脯说“搞定一
切”的种种保证，更不能是动不动
搞特殊化，而是通过全面深化审批
制度改革，用制度确定权力的边
界，使其不能不为，又不能乱为，
让权力回归服务的本质，打造公平
高效廉洁的营商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把优质企业
“引进来”“留下来”，是改善政商
关系的终极目标。作为政府需要自
我革命，“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
利，割自己的肉”，用政府权力的

“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
一方面要打破“卷帘门”“玻璃
门”“旋转门”，着力降低企业运营
成本，切实解决企业面临的困难。
另一方面，要深入企业开展调查研
究，掌握企业情况，了解企业需
求，解决企业困难，主动当好企业
的服务员，以一流的营商环境保障
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快速度的发
展。

用“亲清”政商关系护航民营经济
徐 扬 赵洪南

庄严的残历碑静静矗立，无
声诉说着这个民族的巨大苦难；
刺耳的警报声划破天际，宣示着
这个民族的铮铮誓言。“九一
八”，中国人民永不忘记。

88 年 前 的 9 月 18 日 夜 晚 ，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
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长
达 14 年的侵华战争。野蛮战火
从松花江畔烧到五指山下，侵略
者在中国大地上无恶不作，战争
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历史
昭昭，军国主义的暴行早已被牢
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警示
后人。

“九一八”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起点。事变爆发当夜，东
北军部分爱国将士拒不执行“不
抵抗政策”，打响了反抗侵略的
第一枪。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
省委即发表抗日宣言，很快派出
杨靖宇、赵尚志等骨干深入东北
领导武装抗日斗争。从“九一八
事变”到“七七事变”，中华民
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临着亡
国灭种的危机。不甘做亡国奴的

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不畏强暴，血
战到底，谱写了感天动地的壮丽史
诗。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
不是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为补偿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
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
度。在 14 年血与火的洗礼中，古
老的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
苦难走向辉煌的历史转折点。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九一
八”，重温抗战历史，意义尤为重
要。这是提醒人们勿忘国耻，要从
历史中汲取力量，为实现中国梦凝
聚全民族的意志；是警示人们居安
思危、朝乾夕惕，盛世更要警钟长
鸣；是缅怀和告慰先烈，忠魂当笑
慰，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回望来路，苦难铸就辉煌；展
望前途，光明引领未来。踏上新征
程，无论过往取得多大成绩，都需
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都需要弘扬
伟大抗战精神，劈波斩浪一往无
前，使“中国号”巨轮驶向灿烂的
明天。

从苦难走向辉煌

施立平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发出通
知，决定停用《浙江省初中毕业升
学考试说明》，各地级市按惯例所
编写的同类考试说明或考试大纲自
动废止。

这类“考试说明”“考试大
纲”通常被称作“考纲”。我省中
考废止“考纲”，是对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所提出
的“坚持以课程标准为命题依据，
不得制定考试大纲，不断提高命题
水平”要求的响应，旨在营造良好
的教育生态，为培育学生核心素养

创造条件，具有风向标意义。
中考“考纲”沿用这么多年，

曾发挥过便于学科教师指导学生复
习、便于考生备考的作用。“考
纲”刚开始出现时，通过限定考试
内容的范围，曾起到过“减负”作用，
但后来，为了保持中考的区分度，使
得中考部分题目难度增加，反而增
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在实际工作
中，“考纲”强势替代课程标准，“考
纲”规定的考试内容成为教学重点
内容，导致一些学校“考纲”规定不
考的内容就不教、“拉”快教学进度
赢得更长的复习时间、“测试型”课
堂充斥、“刷题型”练习比比皆是。如
此一来，学生在平时学不好，难以培

育学科核心素养，复习时事倍功半，
难以温故知新。

为了克服应试教育的弊端，深
化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改革，为
了营造义务教育阶段良好的教育生
态、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水平，也为了更好地落实

“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和
谐发展，就得废止“考纲”，让课
程标准成为中考命题的依据。

课程标准是结合人才培养的社
会要求、学生成长需要和学科本身
特点制定的，以课程标准来指导教
学与评价工作，才能理顺教学与评
价的关系，才能体现中考从“侧重

考知识”到“侧重考能力”再到
“侧重衡量核心素养”的变化趋
势，才能提升中考命题水平，进而
发挥考试评价对教育教学的正向作
用，真正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

从现阶段来看，废止中考“考
纲”对有初中教育教学任务的学校
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相关学校和教
师理当进一步重视课程标准的指导
地位，进一步学习研究课程标准，
克服教学的功利化倾向，用课程标
准指导教学，转变教学方式和教学
形态，用课程标准指导中考前的总
复习，让学生即使在复习备考阶段
也能主动地开展有意义的学习。

中考废止“考纲”将倒逼教师
走出传统的“参照‘考纲’教、按

‘考纲’复习”的“舒适区”，无论
是平时教学还是考前复习，要注重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引领学生身
心全面健康成长。

中考废止“考纲”具有风向标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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