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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堂大桥、机场快速路南延、

轨道3号线鄞奉段和中兴大桥“首通

段”相继开通，三江六岸和绿道建设

提升城市品质，美丽城镇建设增添别

样风景，老旧小区改造稳步推进……

今年以来，市住建部门认真履职，助

推城市建设迈大步。

这几天，开通已满月的三官堂
大 桥 车 流 滚 滚 ， 显 得 非 常 繁 忙 。

“总体来看，大桥对常洪隧道的分
流非常明显，开始发挥交通导流的
效能，尤其是镇海往高新区方向，
市民出行便捷多了！”在场执勤的
交警介绍。

三官堂大桥是我市路网建设成
就的一个缩影。这几年，我市在城
市快速路和跨江交通等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捷报频传，成为受市民
称道的交通民生工程。

加快构建城市快速路网体系。
城市快速路作为现代城市交通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城市路网
主骨架的作用，同时，城市快速路
也是城市空间向外拓展的基础性条
件，能够满足城市化高频次、大容
量、快速化的跨境交通需求。我市
从 2008 年起，开始建造城市快速

路。2011 年，第一条城市快速路
——机场快速干道建成投用，标志
着我市城市交通从“平面时代”迈
向了“立体化时代”。

2019 年，我市建成了机场快
速路—北外环—东外环—环城南路
快速路构成的“口”字形快速路
网。今年以来，我市又先后建成了
机场快速路南延、启动环城南路西
延及世纪大道快速路一期等项目，

并对所有快速路进行绿化美化亮
化，形成了总长约 95 公里的“鲜
花路”，使城市高架不仅是快速交
通通道，同时还是靓丽的城市风
景线。

同时，大力缓解城区跨江交通
瓶颈。通过住建部门不懈努力，中
心城区先后建成芝兰桥、永丰桥、
庆丰桥、长丰桥、新江桥、湾头大
桥、青林湾大桥、外滩大桥、明州
大桥、解放桥等多座跨江大桥。截
至目前，我市城区跨江通道已达
28 条，长期困扰我市的跨江交通
瓶颈问题明显缓解。下一步，随着
新典桥、西洪大桥的加快建设、投
用，过江交通瓶颈将进一步缓解，
城区交通将更加顺畅。

进一步完善城市主次干道体
系。自 2018 年 2 月起，我市开展了
主干道综合整治三年行动，中心城
区已完成中山西路、宁镇路、雅戈
尔大道、江东北路、宁南路、大庆
北路、中兴路、环城南路等 15 条
主干道整治，有力地提升了城市道
路沿线景观品质。今年，又高品质
推进薛家路、环城北路、鄞奉路、
铸峰路、联丰路、桑田北路、曙光
路等 12 条主次干道建设，进一步
完善了城市主次干道体系。值得一
提的是：由住建筑部门牵头建立的
地上地下“四同步”联动机制，破
解了“道路围而不建、一建数年”
的难题，推动地铁 3 号线一期和中
兴路整治工程同步投用，有效减少
了城市建设给居民带来的“阵痛
期”。

路网建设 让市民出行更便捷

深秋时节，无论是在市区三江
六岸滨江休闲带，还是遍布全市的
绿道小径，总会积聚不少人气，吸
引众多的市民前来休闲健身娱乐，
使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得以解释
放。

“三江六岸”是宁波城市最重
要的脉络、最鲜明的印记，是宁波
城市得天独厚的资源，承载着宁波
的历史变迁与宁波市民的记忆,对
之进行开发建设，成为广大市民关
注的焦点。为此，三江六岸滨江休
闲带应运而生。

“三江六岸”滨江休闲带按照
“优功能、塑景观、通断点、重文
脉”的整体策略，持续拓展提升，

通过打通滨江断点、提升沿江景
观、挖掘文化内涵、增设人性化设
施，打造“可走、可跑、可骑”的
连续贯通、充满活力的公共滨江开
放空间。截至今年 10 月底，我市
已建成沿江长约 30 公里、总面积
约 250 公顷的主题鲜明、品质高端
的“三江六岸”滨水公共空间。

在“三江六岸” 滨 江 休 闲 带
工程建设过程中，我市坚持以人
为本原则，并着重把握了多个环
节：

打通断点、还岸于民。已建成
开放段打通了杭甬运河地块、大
剧 院 滨 江 区 、 保 丰 闸 、 孝 闻 泵
站、解放桥、兴宁桥两侧、江厦

桥-灵桥段、大石碶桥、五洞闸、
澄浪堰、甬江大桥、中信大酒店
等多处断点，通过改建楼梯、后
退 围 墙 等 措 施 ， 拓 宽 通 道 宽 度 ，
实现“可走、可跑、可骑”三线贯
通的目标。

提升品质、优化功能。建设过
程中，坚持尊重现状、节约环保的
原则，尊重本土自然植物群落结构
体系，尽可能保留现有大树。同
时，为满足群众休闲健身需求，设
置多处悬挑“亲水平台”、休闲广
场，新建琴桥、兴宁桥、甬江大桥
人行楼梯，全线合理设置进出通
道、休憩坐凳、自动饮水机、健身
设施以及完善标识导览系统，实现

滨江空间环境改善、品质提升，把
城市生活带到江边，使滨江空间更
具吸引力和活力。

突出人文、传承历史。建设过
程中，住建部门注重挖掘、保护、
展示历史文化遗存，挖掘、展示了
华美医院、孝闻泵站宋代原址——
达信门历史文化遗存。突出宁波本
地历史文化元素展示，在解放桥下
穿通道、琴桥景墙、新江桥底等地
方，设置了河姆渡文化、天一阁主
题、五口通商、江厦盛景等壁画，
传承和展示宁波文化。其中，解放
桥下穿通道被网民称为“宁波最美
地下通道”。

绿道网建设是改善人居环境、
提升生活品质的民生工程。近年
来，我市结合三江六岸品质提升、
城市有机更新、公园绿地、海绵城
市、美丽城镇建设等工作全面推进
绿道网建设。截至今年 10 月底，
全市已经建成各类绿道总里程突破
1300 公里，三江六岸核心区滨江
绿道、东钱湖环湖绿道、东部新城
生态走廊绿道先后被评为“浙江最
美绿道”。

各地绿道建设因地制宜、彰显
特色，涵盖滨水、路侧、园地、郊
野、便道、林地等多种类型。比
如：东钱湖环湖绿道着力打造“慢
行、慢游、慢活”的自然特色，挖
掘“揽湖”潜力；象山县“环象绿
道”以海为韵、以绿为脉，凸显

“滨海”风情；余姚市以“森林余
姚”建设为契机，着力打造“环
山、顺水、沿城、连景”的“沿
山”绿脉；东部新城串联生态走
廊、滨水空间、市民广场等城市绿
道，形成城区内的天然氧吧。“开
门见绿，出门有道”已成为宁波这
座城市的新风尚。

城市品质 释放公共空间活力

这几天，在江北庄市街道，随
着同心湖幼儿园、庄市中心小学扩
建、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工程
学院、1688 新青年广场等项目的
有序推行，庄市街道美丽城镇建设
已进入“加速”阶段。

今年以来，在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按
照省里要求，我市开展了以环境
美、生活美、产业美、人文美、治
理美——“五美”幸福家园为主要
内容的美丽城镇建设。

按照计划，我市有 106 个乡镇
街道纳入了美丽城镇建设范围。今

年，全市计划 15 个左右乡镇率先
达到美丽城镇建设要求。目前，27
个乡镇街道已近开展样板培育和达
标创建，列入 2020 年省级样板培育
乡镇的 450 个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建
设。环境更加优美、产业更加兴旺、
民生更加幸福、特色更加明显的美
丽乡镇将逐一呈现在市民面前。

此外，2012 年以来，全市共
有 165 个村列入省级以上美丽宜居
示范村试点，目前累计新创建 4 个
国家级，42 个省级示范村，省级
美丽宜居示范村已达 112 个，国家
级达到 6 个。

美丽城镇建设
如火如荼

老旧小区改造，事关广大人民
群众的生活环境改善和城市品质提
升，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2017
年底，我市被列入住建部 15 个全
国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市之一，是
浙江省内唯一入选城市。这几年，
我市在优化顶层设计、发挥基层党
建引领、坚持共同缔造、综合改一
次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

“ 党 建 引 领 、 基 层 推 动 、 业 主 点
单、多元共建、建管并举”的老旧
小区改造“宁波模式”，得到了住
建部的高度认可。

到 2019 年底，我市累计完成
76 个项目、总建筑面积 308.81 万
平方米的改造工作。老旧小区改造
不仅有效提升了人居环境品质，增
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还探索实现了从“政府包办”向

“共同缔造”、从“点上修整”向
“综合更新”、从“单纯改造”向
“长效善治”的思路性转变。2019
年 9 月，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培
训 会 在 宁 波 召 开 ，“ 宁 波 做 法 ”、

“宁波经验”在会上推广，并再次
入选了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城市。

为深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切
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和城市
品质，住建部门制定了老旧小区改
造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到 2022 年
底完成全市 555 个老旧小区改造任

务，改造面积 2720 平方米。其中
2020 年，计划完成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 834 万平方米。截至目前，已
有 17 个小区完工，涉及建筑面积
131.37 万平方米；107 个小区正在
施工，涉及建筑面积 743.01 万平方
米，累计完成投资 8.81 亿元。

我市的老旧小区改造注重创新
与实际相结合，在诸多方面可圈可
点：

加强顶层设计，保障老旧小区
改造顺利实施。对规划、建设、财
政等相关领域的政策、规定进行优
化完善，加强融资方式创新，发挥
政策聚合效应，扎实推进我市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推进片区化改造，实现街区整
体提升。拓展改造空间，推行差异
化改造增加公共活动空间，改善老
旧小区公共设施缺失问题，推进

“完整居住社区”建设。
转变观念理念，全力打造“宁

波模式”。激发群众参与积极性，
致力以强化基层党建为突破口，进
一步压实街道社区责任，提高党组
织领导业委会、物业企业的能力水
平。

构建长效机制，以改造促进自
治管理。以老旧小区改造为契机，强
化业主自治，提高物业企业参与老
旧小区物业服务积极性。推进监管
执法进小区，推进智慧社区建设。

老旧小区改造
增强居民幸福感

路网建设日新月异路网建设日新月异
城市品质显城市品质显著提升著提升

宁波城宁波城市市建设建设迈大步迈大步

三江六岸绿道三江六岸绿道

慈城绿道慈城绿道
机场路高架机场路高架

东部新城生态走廊东部新城生态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