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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现代化滨海城区展开现代化滨海城区美丽画卷美丽画卷
九大优质开发地块推出九大优质开发地块推出 多重利好展现活力多重利好展现活力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正是一年里最美好的时节。在美丽的滨海县城象山，继去年推出南部新城两大优质地块后，3月27日
将在宁波举行“滨海后花园·宜居康养地”象山房地产市场读地推介会,并重磅推出9大优质宅地。

有着“东方不老岛、海山仙子国”美誉的象山近年来随着亚运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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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宁波现代化滨海城区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三面环海、两港相拥，丰富的
海洋资源打造出象山百里黄金海岸
和千年渔乡风情。海洋文化深深根
植于象山人的基因里，形成慷慨有
为、砥砺奋进的人文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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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 年
来，象山外修颜值、内提气质，内
外兼修，走出了一条具有象山特色
的美丽之路。

国 家 平 台 添 动 力 。 2018 年
底，宁波获批建设国家海洋经济发
展示范区，象山作为主体区承接海
洋工程装备、海洋智慧科技、海洋
旅游 （影视休闲）、渔港经济等 4
大功能区块，占示范区建设总面积
的 70%。这一级别高、影响力大的
发展平台，与省、市、县发展战略
一脉相承，机遇叠加效应显著。

亚运东风好借力。自 2016 年

以来，象山以 2022 年杭州亚运会
帆船 （板） 赛事为契机，全面实施

“迎接亚运 城市双修”五年行动
计划，通过精心打造西谷湖、老
城、大目湾、体育馆周边、松兰山
入口、东谷湖等六大中心功能区
块，放大亚运效应，逐步实现从

“外延拓展”向“内涵提升”的重
大改变。2019 年 4 月上旬，象山再
次喜提亚运赛事，亚运会沙滩排球
比赛确认落户石浦半边山旅游度假
区内，总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计
划于 2021 年 3 月底前完工。

全域旅游释活力。发展旅游，
既满足消费需求、带动经济消费发
展，又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
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创建成为象山实
现跨越发展的生动注脚。地处北纬
25 度—30 度之间的气候生态黄金
线上，象山拥有大目湾、松兰山、
半边山、象山影视城、中国渔村、
花岙石林、渔港古城等组成的优质
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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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9 日，对于许多
象山人来说，注定难忘，这一天，
象山港大桥建成通车，象山港天堑
变通途，县城所在地丹城到宁波的
距离由 120 公里缩短到 47 公里。自
此，象山融入了宁波半小时经济
圈、杭州 2 小时经济圈、上海 3 小
时经济圈。去年 1 月，三门湾大桥
及接线工程正式通车，象山从交通
末端变成交通节点，对外交通格局
越来越广。

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让象山
城市品质全面提升。象山先后被评
为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绿
色发展百强县，位列全国“两山”
发展百强县第十。目前，象山城镇
建成区用地规模扩大到 55.9 平方公
里，城镇化率上升至 57.9%。象山

还实施滨海新城提升行动计划，大
目湾新城快速崛起，南部新城商务
区建成，“山海田园城、港湾后花
园”特色城市空间逐步形成。

城市之外，象山的乡村发展魅
力显现。这几年，象山全域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获得省首批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县，农村宅基地“三权分
置”改革成为全国样板。

人居环境焕新颜。象山先后
投入资金 50 多亿元，实施生态文
明建设提升行动，成功创建省生
态县、国家生态县、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加强海洋生态保
护，湾 （滩） 长制全国推广，全
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 1995 年从象
山发起，获评国家海洋生态文明
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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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随
着一个个重点项目的落地，象山城
市的功能品质大幅提升，城市能级
跳跃增长。

目前，大型商业中心万达广
场、爱琴海广场、同恒奥特莱斯等
集中入驻布局；象山影视学院完成
一期工程的主体建设；象山行政中
心、企业中心——商会大厦已投入
使用；象山县中医院也已结顶，初
具规模；位于中医院后北侧的象山
第 八 小 学 已 列 入 2020 年 建 设 规
划，预计 2022 年投入使用；“阿拉
的海”水上乐园、浙江省海洋运动
中心 （亚帆中心） 等明星休闲项目
顺利推进。此外，大目湾城市综合
广场工程、宝海路地块综合楼、丹
阳路与新华路交叉口西北角地标项
目等城建工程遍地开花。

根 据 《象 山 县 域 总 体 规 划
（2018-2035） 草案》，象山未来将
建 设 成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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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主一副
四组团；两带两湾多岛群”的空间
布局结构，全力构建“山海美域、
田园半岛、滨海花园、活力湾区”
景观特色凸显的美好新家园。

据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
关资料显示，目前，宁波至象山城
际铁路已计划列入浙江省第二轮城
际铁路建设规划。规划轨交路将北
起鄞州区，南至象山大目湾新城，
沿途共设 13 个站点。待项目建成
运营后，将拓宽居民生活圈，为深
入创建现代化滨海城区奠定坚实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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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实路与天安路交叉口西
南角地块

地块位于城南政实路与天安路
交叉口，可快速联通象山老城区与
大目湾新城，路网通畅。地块价值
潜力十足。2 公里范围内，配建象山
行政服务中心、商会大厦、中医院、
规划幼儿园、规划小学、规划中学等
基础设施。值得一提的是，地块北侧
即为象山生态廊道规划建设区，乐
享生态绿肺皆在举步之间。

2、新一路与宝海路交叉口东
北角地块

地块位于城南，周边宝海路、
规划新一路、天安路等交汇贯通，
可快速畅达老城区、大目湾新城等
区域，十分便利。目前，地块南侧
建有锦绣家园小区、象山商会大厦、
宝海路地块综合楼（在建）等建筑
群，而紧挨地块东侧则将配建超 3
万方的商服设施。此外，区域内行政
服务中心、中医院、规划幼儿园、规
划小学等基础设施也为地块带来方
便，充分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3、宝海路南侧、新一路东侧
地块

地块位于城南南部新城核心

区，周边锦绣家园、商会大厦、宝
海路地块综合楼 （在建）、行政服务
中心、中医院等集中环绕，人居氛围
愈发浓厚。未来，片区还将规划建设
幼儿园、小学、初中等教育配套设
施，为板块提供智力支持。此外，地
块隶属象山大地景观暨生态廊道规
划建设区，拥有轻松、舒适的休闲活
动空间，是难得的品质生活居住区。

4、象山港路和丹阳路交叉口
西南侧地块

地块位于城东象山港路和丹阳
路交叉口西南角,可建设面积约 6.6
万平方米。其中,沿象山港路往西
可直达象山客运东站、象山港文化
广场、象山港国际大酒店、象山城
东市场、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象
山县体育馆、象山县人民广场、象
山客运中心等城市要地，交通便利
程度不言而喻。且 1 公里范围内还
有博浪海港城、天安幼儿国、海韵
幼儿园、象山县技工学校、象山县
丹城第五小学、丹城中学等配套设
施，而周边紫悦馨园、巨和苑、和
景府、海山佳苑等小区则带来了浓
厚的居住氛围。另外，地块北侧规
划河道和东北侧赵岙水库以及东南
侧田洋里水库可让地块坐享优质的
滨水生活资源，人居价值显著。

5、象山河路与新丰路交叉口
东南角地块

地块位于城西南，北至象山河
路，西至新丰路，南至丹霞路，可建
面积约 10.2 万平方米，出让体量较
大。因地处城市交通干道交叉口，地
块对外联系便利十足。值得一提的
是，沿新丰路往北可直达在建万达
广场，乐享一站式生活服务。且地块
西北两侧分别有规划河道和象山
河，滨水绿地丰富。1 公里范围内地
块坐拥象山县第三中学、象山文峰
学校（城南校区）、城南幼儿园、象山
县第三人民医院、农贸市场等成熟
配套设施，而规划社区内还有规划
幼儿园、玖星妇儿医院、规划社区服
务中心、商业邻里中心、体育中
心、文化活动设施，教育设施完
善，生活休闲设施充沛。此外，地
块西侧产业众多，需求强劲。

6、丹山路北侧横塘欧村西侧
地块

地块位于城西南横塘欧村西
侧，北至丹霞路，可建面积约 4.2
万平方米。周边规划二路、象山河
路、新丰路、来薰路等交错贯通，
方便快捷。其中，沿新丰路向北可
直达在建万达广场、象山老城区。

1 公里范围内还坐拥象山县第三中
学、象山文峰学校 （城南校区）、
城南幼儿园、象山县第三人民医院
等优质配套设施。此外，地块不仅
毗邻西大河绿化带，而且待大地景
观暨生态廊道项目落地，作为中心
城区的生态核心与城市绿肺，其将
为地块带来绝佳的生活体验。特别
是，地块西侧各类产业成群发展，
为地块带来了强劲的购买力。

7、象山旧城区南街以东、东
街两侧地块

地块位于象山发源地—老城区
的十字金轴上。1公里服务半径内有
汪家河菜市场、社区服务中心、振兴
幼儿园、外国语学校、象山县人民政
府、丹城二中、丹城第三小学、象山中
学、老年大学、象山县体育中心、丹城
公园、慈善总会、县妇幼保健院、康复
医院等，配套服务十分齐备。宗地内
历史上曾有文庙和丹山书院，目前保
留着汤家大屋、傅家宅院、后翁民宅、
翁家宅院、宋家宅院等传统民居，以
及青龙桥、黄家桥等老街巷，是一块
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福地。作为象山
的发祥地，未来通过人性化尺度的开
发、街巷业态的植入，这里将成为是
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魅力社区。

8、象山桥路地块

地块位于新丰路东侧，西街南
侧，南街西侧，建设路北侧，处于老城
区核心保护范围。1公里范围内，象山
县人民政府、汪家河菜场、美大购物
中心(靖南大街)、象山县外国语学校、
丹城二中、丹城第三小学、老年大学、
西谷湖、丹城公园、社区服务中心，宁
波市康复医院、象山县妇幼保健院等
服务配套星罗棋布，而周边居住氛围
浓郁，底蕴丰厚，未来通过凤跃溪的
恢复和两侧公共开放空间以及南侧
来薰门遗址的打造，该区块将成为极
具魅力的活力街区，给地块带来极佳
的现代化生活空间。

9、粮站地块

地块位于营门路东侧，西街南
侧，新丰路西侧，建设路北侧，处于老
城区风貌协调区范围。其中，建设路
作为象山城市交通主干道，往东可直
达丹城公园、丹城第二小学（育才
路）、象山县体育中心、东谷湖等重要
区域；往西可在 10 分钟内迅速通过
象山互通衔接沿海高速，畅达宁波主
城区。而自地块沿新丰路往南可直达
丹城二中、在建万达广场等配套设施
所在地，对外联系十分便捷。此外，地
块北侧隔西街与象山县外国语学校
相望，且象山县人民政府、宁波市康
复医院、象山县妇幼保健院、汪家河
菜场等均在 1公里范围内，配套设施
完善成熟。显然，该区块地理位置优
越，是众多刚性需求者的理想之地，
价值潜力突出。 （蔡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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