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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先行
绿色变奏燕莺吐翠

快马加鞭
产业发展提档升级

改革创新活力四射双轮驱动

8 月下旬，象山通过农业
农村部专家组考核验收，成功
创建我市首个国家级渔业健康
养殖示范县。这份“绿色”荣誉
再次擦亮了半岛的生态底色。

海韵美丽半岛、幸福生态
象山。宜人的生态环境已成为
象山发展的重要资源依托。该
县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按照“全程生
态、全境生态、全民生态”的思
路，先后投入 50多亿元实施生
态文明建设提升行动，相继斩
获国家生态县、国家首批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国家海洋生
态文明示范区等荣誉。

象山多次捧得省治水“大
禹鼎”，全面推进“污水零直排
区”建设，建成集中式污水处理
厂 7 座、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 452 个；率先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推进垃圾资源化、无害
化、减量化处理，并入选全国农
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示范县。

产业结构绿色转型。象山
以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低
碳 化 为 方 向 ，大 力 发 展“ 海
洋+”新兴工业。以爵溪针织服
装创意产业园、西周生态循环
工业园和石浦水产品加工园区
等为重点，积极构建针织服装、
汽车零部件和水产加工的生态
循环产业网。推进绿色高效农
业，基本形成以大黄鱼、梭子
蟹、南美白对虾等“7+1”农业
龙型产业为基础的农业产业体
系。

美丽乡村入画来。象山已
累计建成省市级森林城镇 9
个、森林村庄 167个、森林休闲
公园 75个，以及国家级生态乡

镇 17 个、省市级绿色单位 56
家、市生态文明教育基地2个。

加强海洋环境修复和保
护，“海洋牧场”建设蹄疾步稳。
象山深入开展“一打三整治”，
湾（滩）长制全国推广；在韭山
列岛、渔山列岛等区域增殖放
流大黄鱼等经济鱼类 1000 余
万尾；在韭山列岛建成规模 60
万平方米的海洋碳汇试验区；
在西沪港区域启动大米草生态
治理项目。

20 世 纪 初 ，美 国 作 家 莱
曼·弗兰克·鲍姆在科幻童话
中，创造了一个绿色环保城市

“翡翠城”。今天的半岛正成为
这样一座城：今年前 5个月，空
气质量优良率 94.7%，市控饮
用水源地以及农村千吨万人集
中式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达标率
均为100%。

9 月 12 日，象山城区天安路
主车道改造工程完工通车。该工
程北起象山港路，南至滨海大
道，全长4956米，包括水稳层、面
层修复以及照明、综合管线、景
观绿化等设施提升。半岛正以喜
迎亚运的姿态，加快城市有机更
新。

随着 2022 年亚运会帆船帆
板、沙滩排球赛事落户象山，半
岛迈入了“亚运时代”。该县以建
设“面向世界、国内一流”的美丽
象山为目标，全面启动“迎接亚
运、城市双修”五年行动计划，努
力打造山川秀美、生活和美、功

能臻美、空间精美、文化醇美的
现代化滨海城区。

以“城市双修”计划为引领，
象山正大力推进“168”工程：整
治一条亚运路线，会战西谷湖门
户、老城区、体育馆地块、大目
湾、松兰山入口、东谷湖六大区
块，实施规划统筹、城市更新、生
态维育、功能增强、服务提标、都
市发展、人文复兴、城市治理八
大工程。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功能品
质大幅提升。目前，象山美丽街
区一期项目完成 80%工程量，主
要整治内容包括城区外立面改

造、住宅坡屋顶改造、区内道路
“白改黑”、景观绿化；棚户区改
造成效显著，青草巷特色街区作
为第一批完成的棚户区改造项
目，已基本完成主体结构，老城
区面貌大为改观；交通道路联网
成片，通过天安路大修工程、中
心城区环城西路道路工程、松兰
山亚帆路改造提升工程等，打造
重要道路节点。

一个个重点项目开工，启动
了城市能级跃升的新引擎。亚
帆中心及配套工程、象山万达
广场、大目湾新城基础设施建
设、城市综合广场、现代物流

园公共服务中心等项目顺利推
进，城市建设发展前景广阔。

象山突出滨海风景、影视
风情、渔港风味、乡野风土，
规划投资 8000 万元打造一条全
长 218 公 里 、 连 接 14 个 镇 乡

（街道） 和大目湾新城，集绿色
交通、生态保护、体育运动、
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宁波精美示
范绿道。其中，松兰山滨海绿
道、大目湾内湾环湾绿道、南
大河滨水绿道先后入选“宁波
最美绿道”，黄避岙“斑斓西
沪”骑行道获评市级“蝶变样
板”。

70 年来，象山大胆探索、勇
于创新，一批具有半岛元素的改
革事项走在前列。“村民说事”
制度就是其中之一。今年 6 月 5
日，“村民说事”入选首批 20个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其做法
被写入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和
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中，
在全国推广；6 月 9 日，全国加
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在
象山举行……

“‘村民说事’是在党组织领
导下，通过‘说出问题、商议对策、
及时办理、结果评价’，把协商于
民、协商为民落到实处，不断提高

村级治理能力和水平。”象山县委
领导说，“村民说事”2.0版本实现
提质扩面全覆盖、线上线下全联
动、三治合一全融合，全县基层矛
盾纠纷化解成功率上升到98.1%。

有事好好说，说出发展新气
象。茅洋乡白岩下村通过“村民
说事”，众筹建成玻璃栈道，半
年营收 460万元，成为全县收益
最快的旅游项目。目前，二期山
体滑道已施工完毕。墙头镇方家
岙村“说”出了生态观光长廊、
沿溪观光游步道、瑞安古桥等
12 个旅游景点，40 多家农家客
栈生意火爆。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6 月，象
山出台《进一步做深做实村民说
事的实施意见》，通过实施“村民
说事”乡村治理省级标准化试点
项目等，力争成为首批全国乡村
治理试点县。

改革创新双轮驱动，敢为人
先活力四射。去年 4月，全省首本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不动产权
证在鹤浦镇小百丈村颁发，象山
再次吸引全国的目光。

如今，安可乡建团队租用闲
置石屋打造的“安可橘宿”已正式
营运，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将实施

“香村计划”；村民们主动“涉水”

办民宿，原先在外的年轻人也回
巢助力家乡发展。

像小百丈村这样的“三权分
置”“妙笔”，在半岛已比比皆是。
通过宅基地“确权、赋权、活权”，
象山不断激活农村“沉睡”资源。
截至目前，全县已发放“三权分
置”不动产权证69本，盘活和利用
宅基地 12117.59 平方米、闲置农
房 12198.01 平方米，引进高端民
宿等项目38个，总投资逾5亿元。

去年，象山推送的《探索农村
宅基地“三权分置”激发乡村振兴
新活力》，入选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地方改革创新40案例。

70年波澜壮阔，70年春华秋实。
在新中国70华诞的重要历史时刻，抚今追昔，一轴壮美的时代画卷徐徐展开。听，象山港畔鼓荡着半岛人民海纳百川的心声、激扬着勇立潮头的梦想！
筚路蓝缕，用奋斗书写壮丽诗篇。从缺衣少食、百废待兴到去年实现531.65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跨越铸就辉煌：首批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全国双拥模范县“五连冠”、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等“国字号”荣誉一字排开；“村民说事”相关做法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农村宅基地“三权

分置”改革获农业农村部肯定……象山人民在追梦路上不断起跳，采撷7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丰硕果实。
致敬过去，壮行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象山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扎实推进“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深入实施“双突破双驱动”战略，担当作为、苦干实干、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九万里风鹏正举！“湾区时代”“高速时代”“亚运时代”其时已至，象山正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舍我其谁的信心决心，奔跑在追赶跨越的跑道上，加快建设宁波现代化滨海城区，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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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基层女兽医陈淑芳因
荣获首届全国文明家庭、第六届
全国道德模范、第九届全国“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三次受到习
近平总书记接见，养殖户们亲切
地称她为“陈师傅”；高塘学校校
长谢振华 24 年来多次放弃调离
机会，带着家人驻守在宁波最偏
远、条件最艰苦的海岛学校。在
他带领下，学校教学成绩在全县
名列前茅，创造了“高塘现象”。
今年 6 月，谢振华当选第六届宁
波市道德模范。

这是半岛精神文明建设的
生动写照。目前，象山探索建立
了“以善行象山为统领，以文明
示范线为载体，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为阵地，以新乡村道德行
动为内容，以指数测评为抓手”
的乡风文明建设新体系，崇德向
善之风跃然而出。

以“善行象山”为统领，彰显
乡风文明新风尚。全县农村立家

训3万多户、亮家训2万多户；最
美系列评选硕果盈枝，目前有全
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各 2 人，省市
级道德模范5人，中国好人8人，
省市级好人 73 人；拥有志愿者
队伍 600余支，注册志愿者逾 17
万人，志愿服务活动时间累计超
100万小时。

以“文明示范线”为载体，激
发乡风文明新潜能。象山巩固提
升“斑斓西沪”等 9 条文明示范
线，今年将推出“梅映丹东”“人
文东陈”等 5 条文明示范线。力
争通过三年时间，实现文明示范
线全域化、全覆盖。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为阵地，打造乡风文明新平台。
象山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1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18 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 350 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 530 多个，大力开展
道德提升、文明提升等六大行
动，实现群众在哪文明实践就延

伸到哪。
以“新乡村道德行动”为内

容，展现乡风文明新面貌。通过
红白理事会、家庭联盟会、乡贤
参事会、道德评议会，培育传承
婚丧新风、优良家风、和谐村风、
最美民风。目前，全县婚丧事操
办新规执行率 100%，涌现出全
国文明家庭 1 户，全国最美家庭
2户，各类各级文明家庭、最美家
庭等 7.2 万余户，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通过“村村慈善”累计募集
基金1544.7万元。

以指数测评为抓手，提振乡
风文明新动能。象山创新实施新
时代文明实践、乡风文明、农民
诚信三大指数测评，用农村的文
明指数衡量农民的幸福指数。其
中，新时代文明实践指数测评聚
焦文明宣讲、文明环境、文明生
活、文明乡风、文明风尚 5 大内
容，全面提高群众的道德水准、
文明素养和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弄潮儿向涛头立 砥砺奋进谋新篇

高质量建设宁波现代化滨海城区高质量建设宁波现代化滨海城区

近日，浙江新乐造船股份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制造的3万立方米LNG船基本完工，预计
9月底前可交付。这家位于象山的企业是国内
首家有能力建造此类船舶的民营船企，船体核
心部件“双C球罐”更是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

国内首制LNG船的横空出世，是半岛产
业发展提档升级的生动写照。从一穷二白的

“家底”到连续 13 年入选全国综合实力百强
县……70 年来，象山牢牢把握时代机遇，坚
定不移谋发展。尤其在工业、旅游“两驾马车”
高歌猛进下，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去年年底，计划总投资 120 亿元的中化
国际膜材料生产基地项目落户，首期投资 35
亿元的膜材料生产基地和膜研发创新中心已
于今年 7 月开工建设；9 月开渔前夕，与桐乡
乌镇古镇联盟景区建设管理团队达成战略合
作，致力将石浦渔港古城打造成“东海不夜
港”……步入“重大项目突破年”，象山锚定项
目争速不放松，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进中向
好。上半年，全县完成规上工业产值 309.9 亿
元、增长 6.2%；游客接待量、门票收入分别增
长14%、13.7%。

大格局才有大作为！目前，象山在工业上

积极对接市“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行动，重
点培育以临港重型装备为核心的高端装备产
业集群、以汽车配件和铸造模具为引领的汽
模配产业集群、以特种膜为主导的新材料产
业集群，使之成为未来几年半岛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旅游上，打造“山、海、港、
岛、滩”联动开发的格局，步入文旅深度融合
阶段，以“一业带百业”的姿态，成为半岛赢得
优势、赢得未来的又一支点。

海洋是象山加快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最大
潜力所在。去年 11 月，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建设获国家批复，象山作为示范区主体
区，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字号”平台。

风物长宜放眼量。象山正高起点、高标
准、高水平建设主体区，加快推动4大功能区
块建设：海洋工程装备区块，重点发展以海洋
工程装备、海洋新能源装备、港航物流等为核
心的临港产业；海洋智慧科技区块，重点发展
海洋通讯导航、航空航天科技等新兴产业；海
洋旅游（影视休闲）区块，将强化影视文化要
素集聚创新与海洋资源融合；渔港经济区
块，发展远洋渔业、海洋生态养殖、水产品
大宗交易等产业。

美丽蝶变 迎接亚运城市双修

滨海城区 （周科 摄）

劳伦斯全自动电镀龙门线启用 （金旭 摄）

象山影视城象山影视城
帆影帆影 （（何将常何将常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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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松兰山 （黄松挺 摄）幸福生活

叶口山村美景 （梅 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