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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调研行解剖麻雀系列④

地铁为媒地铁为媒，，城西重镇加速拥抱新时代城西重镇加速拥抱新时代
——来自高桥镇的一线调研

2014年5月30日，
随着轨道交通1号线的
开通，宁波进入“地铁新
时代”。地铁不仅缓解了
城市交通拥堵，提高了
市民出行质量，而且改
变了城市格局，一些近
郊农村因为地铁的穿越
而接轨中心城区，大大
加快了城乡融合的进
程。

位于姚江南岸的城西重镇高桥就是一个典型。
高桥镇作为宁波三江六岸的延伸，是城西发展的重点板块

之一。地铁1号线的5个站点将高桥与市中心连通，穿境而过
的通途西路、中山西路、望童路、联丰西路四条东西向主干道，
广泽路、甬金连接线、学院路三条南北向主干道，杭甬、绕城两
条高速路，与地铁一道，为高桥构筑了一个由轨道交通、高速公
路、城市快速路组成的立体化交通网络。

初冬时节走进高桥，U—park商业公园开业，印象城商业
综合体、文体中心、市民广场建设正酣，“高芯”产业园招商势头
迅猛，梁祝文化产业园业态多元化发展……高桥已成一片加速
发展的热土。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一座地铁，让毗邻城市的高桥镇延
伸着城市格局，更激发了发展动力，实现了产、城、人的无缝对接。

1 平方公里的秀丰工业区曾是
高桥镇聚集着三四十家传统企业的
区域，发展后劲不足让这些企业留下
了大量空置老厂房。如今，秀丰工业
区正华丽转身为“高芯”产业园的核
心组成部分，一年多来吸引了 14 个
高端人才领衔的高科技项目相继入
驻，涵盖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等填
补国内空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全球领先的生产高精度金属掩
膜板的龙头企业——寰采星科技（宁
波）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高精度
金 属 掩 膜 板 是 有 机 发 光 半 导 体

（OLED）的重要技术板块，主要应用
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等终端
消费产品，决定了电子产品显示器的
屏幕分辨率与屏幕尺寸大小。

“中 国 在 OLED 产 业 有 约 5000
亿元的巨大投入，而作为其核心技术
的高精度金属掩膜板却几乎被日本
某制造商垄断，它占领了全球 90%的
市场份额。”“寰采星”总经理特助陈
宗辉介绍，“寰采星”要做的就是打破
日本技术和市场垄断，为中国 OLED
产业“争脸面”，“我们的团队汇聚了
全球领先的高精度金属掩膜板核心
技术团队，硕士以上人才超过一半。
总投资额 12 亿元，满产年产值 35 亿
元，年税收 4 亿元，将占中国市场份
额的 40%。企业亩产税收 400 万元以
上，研发经费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超
过 10%。”

“寰采星”目前正进行厂房无尘
车间改造，后续经过设备安装调试、
试生产、量产等阶段后，明年 9 月将
开始创收。陈宗辉感慨道，该公司落
户高桥是在全国各地遴选后深思熟
虑的结果，“高桥有企业发展所需的

厂房、配套和产业等资源，后续企业
的发展还需要和全世界各地对接，而
这里 30 分钟内可抵达机场，乘地铁
15 分钟可抵达市中心，是非常理想
的工作生活之地。”

地铁站犹如一块磁铁，吸引着如
“寰采星”一样的高端项目、技术和人
才的集聚，推动高桥镇逐步迈向高端
引领、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

如今，以两年前新落成的城西首
个百米高楼、高桥镇商会大厦为中
心，3 平方公里的数字经济产业集聚
区正在形成。“过去秀丰工业区土地利
用率不高、亩产效益低，在不改变土地
性质、不大拆大建的前提下，通过厂房
扩容、外立面改造，导入新兴产业，盘
活了资源，对上下游企业的辐射带动
作用也凸显。”高桥镇副镇长徐辉说。

中 德 合 资 企 业 “ 威 斯 巴 特 科
技”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半导体传
感 器 核 心 技 术 ，该企业入驻“高
芯”产业园后，正建设世界一流的高
端智能制造生产线，还与高桥辖区多
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其中“金
氏实业”和“八 方 集 团 ” 分 别 为

“威斯巴特科技”产品生产模具和定
制外包装。

地铁的虹吸效应日显。2018 年，
高桥镇高新企业数位居海曙区第一，
全镇实现 GDP70.84 亿元，企业研发
经费投入 2.42 亿元，占 GDP 比重超
过 3%，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在 2018
年海曙区对乡镇、街道的考核中，高
桥镇的科技争投、城乡争优、人才工
作、招商引资等 12 项指标位列海曙
区第一。今年 1 月至 10 月，高桥镇实
现税收近 15 亿元。

借力虹吸效应，重塑经济格局

地铁为高桥创新驱动带来动
力，推动工业向智能化、数字化、高
端化、绿色化转变，而其带来的人
流物流，则促进高桥形成商圈经
济、总部经济和创意经济等，进一
步推动产城深度融合。

11 月中旬，在华缘集团 5 万平
方米的老厂区旧址上，宁波首个公
园型商业综合体 U-Park 商业公园
开业，这里到地铁 1 号线芦港站步
行约 5 分钟，集中了 60 余家大小商
铺，集美食街区、文创集市、教育培
训、超市餐饮、互动休闲等为一体，
开业前三天吸引了 3 万人次前来

“打卡”。

U-Park 商业公园项目负责人
雷静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在她看
来，高桥片区因地铁而融入城市，
带来了人流物流，也带来了商机。

“U-Park 商业公园周边有数十个
成熟的中高端小区，一公里半径内
有 3 万多住宅家庭，一路之隔是有
2 万多学生的宁波财经学院，商圈
辐射范围内常住人口 20 多万。”雷
静分析，未来，宁波西洪大桥建
成后，将打通高桥和奥体板块，
全面提升周边发展速度，这些因
素足以支撑“U-Park”项目做大
做强。

实现产城深度融合的还有宁

波梁祝文化产业园，该产业园以梁
祝爱情文化为基础，业态多元化发
展，被评为宁波市级（培育）文创园
区、宁波市技能创业孵化基地。目
前产业园区内梁祝爱情主题文化
公园、梁祝天地爱情文化商业街区
初现规模，有超过 50 家企业进驻，
年产值超亿元。

以文创为载体，宁波梁祝文化
产业园成为宁波独有的爱情元素
城市名片，也成就着高桥的创意经
济。如今，梁祝文化产业园内有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国首个梁祝
爱情文化主题公园，每年吸引各地
游客近 40 万人次；有宁波首家私人

婚礼会所——宁波薇拉宫邸，年拍
摄新人达 3 万对；还有中国第一名
模刘雯的私人工作室、第一家进入
宁波的日式碳酸温泉。

总部经济在高桥也风生水起。
在高桥镇商会大厦内，已有浙江亚
太酒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浙江艾
联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
王星辰健康药房有限公司等 30 多
家总部型、科技型企业入驻。

同时，栽好梧桐树,引来凤凰
栖。高桥镇传统企业“林泰工贸”
近 2 万平方米的厂房经过装修改造
以后，计划打造为海曙区人力资
源产业园，吸引一批人才中介企
业、猎头公司集聚入驻，为实体
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二产结构优化、三产比重提
高，高桥这一老牌工业强镇商机无
限，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高桥镇
副镇长徐辉表示。

聚拢人流物流，带来商机无限

从地铁 1 号线徐家漕长乐站出
来，走 300 米就到了长乐村。51 岁
的村民倪惠萍每周两次，乘上地铁
15 分钟就到了市中心的鼓楼，参
加专业老师提供的时装走秀培训。
在村文化礼堂，每周她还参加市甬
剧团退休老师上门开展的戏曲培
训，生活忙碌充实、充满乐趣。

地铁延伸到哪里，生活空间就
拓展到哪里。一条地铁，不仅成为
区域经济活力的引擎，更为周边群众
提供全新的生活空间，丰富着大家文
化娱乐休闲生活，让城镇居民的生活
实现了向都市生活的华丽转身。

随着地铁建设，长乐村村委会
搬到了现在的位置，两层楼的文化
礼堂也拔地而起，海曙区文联结对
共建的专业老师每周会上门为村民
培训，60 多位村民分别组建了舞
蹈、戏曲、腰鼓等文艺团队，每逢
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自
编自导自演文艺晚会，将村民文化
生活渲染得有声有色。

倪惠萍也从一名对文艺一窍不
通的“门外汉”，变成村文艺团队
的主角，她参演的乡土韵味小品

《高桥亲家母》，作为宁波代表登上
了 2018 年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村
晚的舞台。“以前业余生活就是打
麻将，时间一长肩颈、腰背都出现
问题。”倪惠萍对目前的生活非常
满意，现在身体好了，还通过文化
走亲，到周边乡镇甚至市外演出，
扩大了生活半径，开阔了视野。

开心的还有蒲馨社区海欣佳园
的老年居民。10 月 26 日，高桥镇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试运营，海欣佳

园 30 多位居民立即报名加入家门
口的享受助餐队伍，享受着和城区
居民无差别的养老服务。

“一荤两素一汤的一份中餐，
60 岁以上老人 12 元，80 岁以上则
10 元，还能送餐上门。”该中心第
三方运营团队负责人徐燕介绍，中
心还提供长者照护、日间托管等服
务，书画室、心理咨询室、活动室
等一应俱全，智能化楼梯升降椅等
设备是目前最先进的，“每个月的 5
日有免费体检、26 日免费为老人举
办生日宴，平时不定期组织各类活
动。”

畅享便捷生活的还有来自全国
各地的创新创业人才。“寰采星”公
司市场经理张育诚博士原来在北京
工作，来到高桥后，他连连感叹高桥
交通便捷、生活方便，“镇政府还专
门设置了人才公寓，提供舒适宜居

的环境，让我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
活之间很好的平衡点，非常舒心。”

张育诚博士所说的高桥镇人才
公寓有 500 多套房源，正由第三方
实施装修，而高桥镇已出台政策，完
善人才引培激励政策，对辖区企业
引进的中高端人才发放每月 500 元
至 1000 元为期两年的租房补助。

另一方面，地铁建成至今，高
桥镇已完成 5000 多户民生安居项
目安置工作，目前，江南村新村、
民乐新村 C 地块、秀丰村新村、芦
港村新村建设项目正在有条不紊进
行中；万科望庐、中山隽府、绿地
观堂、天逸湾二期等一批地产项目
或已竣工验收，或在加速建设中。

随着生活配套越来越完善和一
系列民生工程的顺利推进，高桥镇
群众生活的品质日益提升，一座“民
生幸福之城”正崭露头角。

由镇向城转变，开启便捷生活

高桥位于宁波城西，南眺栎社国际机场，西濒河姆渡古文化遗址，北枕黄金水道姚江，轨道交通1号线
与机场路、通途路、中山西路及在建的环城南路高架、西洪大桥共同组成了便捷通畅的宁波西门户交通枢
纽。全镇镇域面积53平方公里，人口18万，外来人口约12万，辖20个建制村、1个渔业社和4个居民会。

高桥镇以桥得名。横跨后塘河的“高桥”，始建于北宋，为“甬上十佳名桥”中最大的单孔高拱石桥。
高桥是梁祝爱情故事的发源地，素有“文化之乡”美誉，梁祝文化、运河文化、民俗文化在这里交相辉
映，先后被授予国家生态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省级样板镇、省教育强镇、省文明镇、省旅游强镇等
称号。2019年10月，高桥镇入选“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 （陈朝霞 整理）

地铁的开通，让其经
过的城镇在经济发展、社
会生活等方面加速脉动，
获得便捷与财富的双重收
益，开启了融入城市繁华
的新征程。

高桥镇这座昔日的城
西经济强镇，搭乘地铁“顺
风车”，以“经济发展高质
量、项目推进高速度、城市
管理高要求、社会治理高
水平、基层党建高标准”为
目标，调整产业结构布局，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合理规划地铁周边总
体布局，建设新兴商业中
心，辅以居住、休闲等配套
措施，还出台人才新政,
加快形成人才集聚效应，
使得高桥成为产业创新、
配套完善、民生幸福、生态
宜居的高品质新城，蜕变
出城市的万千气象。

可以说，高桥镇政府
抓住时机，主动作为，搭平
台、引项目、纳英才，盘活
资源促发展，真正让地铁
充分发挥作用，推动城镇
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居乐
业。

随着宁波更多地铁线
路的开通，越来越多的沿
线近郊只要抓住机会，因
地制宜，必将像高桥一样
引发“蝶变效应”。

（陈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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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朝霞 海曙区委报道组 尤文军 通讯员 徐静

选题策划：何英杰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高桥镇提供地铁1号线梁祝站。 （陈朝霞 摄）

长乐村文化礼堂一角。 （陈朝霞 摄）

U-park商业公园开业 高桥镇区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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