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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提效 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近年来，孔浦街道紧紧抓住甬江科创大走廊的平
台优势和文创港核心区开发建设的“黄金期”，推进
经济发展赋能提级，重点项目争速完成。

去年，孔浦街道财政总收入 2.9 亿元，同比增长
8.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 亿元，同比增长 6.9%，
超额完成外贸出口总额 6.4 亿元，同比增长 15.7%，

超 额 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3.7 亿 元 ， 同 比 增 幅 达 到
677.6%。

围绕“5G+”、数字经济、智能物流等重点行业
领域，孔浦不断提升辖区产业结构，实现“引凤筑
巢”。在文创港区块，通过采用“驻点招商”等方
式，引进了诺丁山、华屹新材料等优质企业。

依托“文创+科创”产业集群建设，孔浦积极培
育中小微企业快速发展，辖区 8 号公园获评国家级备
案众创空间，云创青年小镇入选市级文化产业园区，
众创空间二期企业入驻率达到 100%，2 个“甬江引才
工程”团队于今年完成入驻。通过创新举办 《潮启北
岸·2020 文创港土地推介会》，吸引 30 余家国内百强
房企参与，小城镇地块楼面价屡创历史新高，平均溢
价率超过 30%。

抓提速 城市更新全力推进

去年，孔浦街道克服疫情等影响因素，强势推进
征拆清零清场，以争抢的步伐带领攻坚分队连续作
战，实现江北大河卡口、三官堂大桥、中兴大桥、环
城北路 4 个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00%实现无障碍
施工，其中江北大河卡口拓宽工程项目是江北区征拆
提效专项行动首个全面完成的项目，征拆清零项目完
成数位列江北区征拆提效专项行动前列。孔浦小城镇
地块已全部完成土地出让，文创港盐业公司地块完成

“拔钉清零”。
今年，街道共涉及征拆计划项目 3 个，分别为轨

道交通孔浦站南侧地块改造项目、大通巷周边地块改
造项目和文创港核心区白沙路及滨江绿带项目，截至

目前 3 个项目均已启动。
江北区宝马街 8 号原先是贝斯特纺织厂房，因企

业搬迁，已荒废多年。在改造之前，园区杂草丛生、
墙面破败不堪、设施陈旧落后；在政府部门支持下，
园区运营方邀请了北京 798 园区设计团队对老旧厂房
进行重新设计改造，目前的园区充满了后现代的工业
气息。公园通过植入文创科创元素，围绕打造文创产
业中心、科技产业中心、众创创业中心、产品发布中
心“4 个中心”，已经成功吸引 25 家企业入驻，引入
博士团队 9 组，博士 10 余人，这里已逐步成为区域文

创、科创人才聚集地。

抓品质 城市面貌全面优化

去年，孔浦街道聚力老旧小区改造，争取资金
4900 万元，全面完成当年度涉及面积 32.65 万平方
米，4148 户的 3 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融入小区地域
文化特色，实现旧貌换新颜的品质提升,其中红梅、
绿梅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力争创建市级样板。市、区两
级住建部门分别将 2020 年第三期“宁波城市建设”
主题沙龙、2020 年江北区老旧小区改造经验交流会
设在街道召开，红梅小区作为老旧小区改造案例作专
题经验分享。

此外，孔浦街道还于去年提前超额完成“三改一
拆”任务，成绩位列江北区第一，并完成“污水零直
排街道”创建工作，通过年度抽检。怡东街大货车扰
民问题通过科技手段得到严控，路林村村容村貌大大
改善。

城市的面貌不仅是外在，更在精神。“Na 爱公
益”爱心微公益组织、胡椒微公益⋯⋯随着城市更新
和居民素质提升，孔浦街道涌现出一大批热衷公益的
社会组织。孔浦街道社会组织党群服务中心为各类社
会组织搭建平台，培育扶持，通过双向孵化，吸收公
益、互促发展、回馈社会，提升社会组织的创新力、
凝聚力和生命力，让更多人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实
现共建共享共治的和谐氛围。

抓服务 社会治理创新升级

去年，孔浦街道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六稳
六保”工作要求，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一方面，严把防疫防控关，发动
党员干部、志愿者 2000 人次，严密排查，守好“小
门”；同时积极做好企业复工复产指导，发放各类补
贴 420.59 万元，全力有效化解劳资纠纷 18 起，涉及
金额 170 余万元。

去年，孔浦街道居家养老中心成功创建城区首家
省级示范型居家养老中心，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成为全
市样板。据了解，孔浦街道常住人口 2.1 万，其中，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 5534 人，80 岁到 89 岁老年人 603
人，90 岁以上老年人 68 人。截至去年年底，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已经提供就餐服务类 14644 人次、上门服
务类 11626 人次、其他项目服务人次达 20679。

去年 9 月开始，孔浦街道在云创青年小镇首创推
出“一店一码”，是基层治理的有效创新。街道利用

“三必看三必查”对小镇店铺开展全方位的消防安
全、房屋安全、治安安全等方面的检查，使所有店铺
达标，确保消费安全，对于未达标的店铺，责令其限
期整改。

张贴在店门口小小的二维码，不仅方便消费者，
也能提高检查人员的工作效率。除了显示店铺的基本
信息外，检查人员还可查看历次检查的具体情况，并
将最新的检查结果录入到系统中，给出店铺评星依
据。

抓引领 作风建设持续向好

去年，孔浦街道通过青年干部座谈会、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青年干部突击队等形式，促使青年干部全
面参与中心工作，全方位锤炼干事能力。

在利用“周二夜学”开展政治理论、机关党建、
法律法规、公文写作、舆情应对等业务知识技能培训
的同时，街道不断加强执行力建设，依托“走亲连
心”“三民”行动、“三服务”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
进社入企，面对面听取企业群众意见建议，共开展走
访 86 次，收集意见建议 54 条，检视问题 32 条。

去年，江北区纪委区监委、孔浦街道党工委立足
文竹社区，与宁波大学党委、纪委紧密合作，开展清
廉社区街区共建，推出“文竹廉合体”品牌。在“廉
合体”平台上，各方通过找准清廉社区与清廉学校、
清廉企业、清廉文化建设的结合点，引导鼓励青年以
廉为荣，坚守底线；通过丰富的活动载体，增强青年
群体对清廉建设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行动自觉，以此
为契机，打造开放式、引领性的区域清廉建设品牌。

孔浦街道还推出了“清廉指数”等基层治理创新
做法。“清廉指数”包含干部清廉、居务清爽、监督
清明、民风清纯、文化清新 5 个维度，定档三个清廉
指数等级，以百分制考核打分的方式，将社区得分情
况转化成相应的清廉指数。

抓机遇 瞄准目标全力以赴

面向未来，孔浦街道将充分发挥文创港、北高教
园区等重大功能区块的环境和资源禀赋优势，聚焦数
字经济“一号工程”，以数字化、智能化、柔性化为
主攻方向，做大做强 8 号公园、云创青年小镇两个创
新平台和人才平台，与文创港产业集群建设实现同频
共振，推进区域平台活力提升。

同时，孔浦街道将坚持以数字化创新引领转型升
级，聚焦全市 5 个重点领域新兴产业发展，推动路林
商务楼、华东市政、建发科贸中心等钢贸产业集中区
域转型升级，推进雅斐投资地块、汽运集团等老旧厂
房“腾笼换鸟”，全面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圈，有效承
接周边区域外溢功能。

在招商方面，孔浦将建立全员参与的片区主管式
招商制度，形成招商引资项目从洽谈、落地、投产的
闭环式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联动推进地块的规划、
出让、招商和建设，以全新的人居理念、高起点规划
建设和完善城市功能，凸显区域发展的商机和潜力，
吸引各类招商引资项目密集落地。

过去几年，孔浦街道的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眼下，这一变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据了解，孔浦街
道将推进文创港核心区周边居住地块建设，提升区域
整体品质，并积极谋划推进渔人码头项目，对标全国
一流的城市风景线，加大文旅产业导入力度，建设精
品滨江休闲带。

孔孔浦浦

过去一年间，江北孔浦街

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围绕

“五化联动”发展思路，全力

服务保障疫情联防联控和经济

社会统筹发展大局，坚持稳中

求进，推动街道各项工作的高

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在“十四五”开局的关键

之年，孔浦街道正在以孔浦铁

军为坚强组织保障，推进各项

事业从“跟跑”转变为“领

跑”，实现孔浦全面转型发

展、复兴繁荣。

依托孔浦得天独厚的滨水

地理优势、产学融合的区位发

展优势，孔浦街道将着力打造

“一轴三带”联动发展模式

——围绕甬江北岸这一复合发

展轴，辐射带动滨江核心带

（文创港核心区及周边住宅地

块）、智慧产业带 （常洪区

块）、创业创新带 （北高教园

区）三个重点功能区块的联动

发展，加快建设产城融合发展

的智慧滨水新城区，为江北建

设“重要窗口”中的“最精彩

样板”贡献更多的孔浦力量。

产城融合 建设智慧滨水新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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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滨水新城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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