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品线路
四湖连珠风景线

起点为文种故里汶溪村，终点至九龙大道慈溪
交界处，全长约 15公里，总投资 26.33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2.8 亿元，2021 年 1 月开工，计划 2022
年 12 月竣工。该线路周边有美学秦山、香山教
寺、九龙湖旅游风景区等主要景点。

科创策源发展线

起点为中官路与东昌路交叉口，终点至甬江隧
道，全长 11 公里，总投资 97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11 亿元，2019 年 2 月开工，计划 2024 年 6 月竣工。该
线路周边有新材料小镇、启迪科技园、宁波帮文化公
园、绿轴体育公园、永旺花海等主要项目和景点。

特色街区
文化广场休闲商业街区

位于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总长度约 1公里，总
投资 2.25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 0.8亿元，2020年
1 月开工，计划 2022 年 2 月底竣工。该街区集文
化、休闲、购物、商业功能于一体，打造以招宝山
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商业相融合的“文商旅”商业
特色街区。

河海光影景观带（沿江路）

位于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沿江路，总长度约 1.3
公里，总投资 0.3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 0.3亿元，
2021 年 1 月开工，计划 2021 年 12 月竣工。该街区

以海上丝绸之路、大运河等历史文化为主题，通过
河海光影公园艺术灯光展演，在沿江景观带打造沉
浸式“夜景观”。

亮点工程

英力士苯领树脂项目
晶钻产业园项目 （一期）
镇海区海岸带生态修复及海塘安澜 （一期）

工程
镇海生猪规模养殖场新建项目
杭甬高速复线澥浦互通连接线工程
蛟川北区棚户区改造工程
镇海文化广场改扩建工程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工程学院建设项目
宝湾国际物流仓储项目
镇海双智双创产业园一期

镇海

四湖连珠风景线—秦山村四湖连珠风景线—秦山村

精品线路
明州罗城环线

起点为江厦桥，终点至和义路，全长 7.6 公
里，总投资 5.2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2.4 亿元，
2020年 4月开工，计划 2022年 6月竣工。该路线途
经海曙区主城区，沿途有永丰门遗址、天一阁、芝
士公园等主要景点。

水韵滨江休闲线

起点为解放桥，终点至 214 省道 （奉化界），
全长 22.5 公里，总投资 26.09 亿元，2021 年计划投
资 3.５亿元，2018 年 4 月开工，计划 2021 年 12 月
竣工。该线路两侧有南塘老街、月湖盛园、鄞奉滨
江公园等主要景点。

特色街区
和义大道

位于海曙区和义路，占地面积约 5.88 万平方
米，街区更新总投资0.4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0.4
亿元，2021年5月开工，计划2021年12月竣工。该
街区拥有LV、GUCCI等国际品牌142个，集高档购
物、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被誉为宁波的“香榭丽
舍大街”。

南塘老街

位于宁波古城南门外，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
街区更新总投资3.3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0.3亿元，

2020 年 6 月开工，计划 2021 年 12 月竣工。该街区属
于宁波八大历史街区之一，有市级区级文保建筑 7
处，集历史古迹、旅游观光、文化休闲、宁波老字号、
特色民宿于一体，体现宁波江南水乡的城市特征。

亮点工程

海曙汽车装备智造产业园
顺丰华东创新产业总部基地
设计联盟产业园
集士港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建工程
海曙区红色教育基地项目（暂名）
温州商会大厦新建工程
海曙区高桥镇重点工程拆迁安置地块
石碶街道黄隘村新村建设二期工程
藕池未来智慧产业园项目
高精度金属掩膜板项目

海曙

水韵滨江休闲线—郁家巷历史文化街区水韵滨江休闲线—郁家巷历史文化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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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线路
都市经济发展线

起点为深悦商业广场，终点至膜幻动力小镇，全
长 18 公里，总投资 48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10.3 亿
元，沿线项目最早 2019年 11月开工，计划 2023年 12
月竣工。该线路途经都市工业更新区、浙江前洋经济
开发区、江北膜幻动力小镇等重要经济板块。

文创智岸活力线

起点为老外滩天主教堂，终点至云创 1986，
全长 10.2公里，总投资 180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
36 亿元，2021 年 7 月开工，计划 2024 年 9 月竣工。
该线路周边有老外滩、白沙历史文化街区、文创
港、宁波大学、云创1986等主要项目和景点。

特色街区
湾头商圈

位于江北湾头 RBD 片区，总投资 36 亿元，
2021 年计划投资 2.5 亿元，2016 年 6 月开工，计划
2024 年 4 月竣工。该街区以打造高品位都市商圈、
高能级总部集群、高质量宜居新核、高规格休闲港
湾为目标，发挥各功能板块复合叠加效应，带动城
市中心区文化、休闲、金融、商务、人居等产业发
展。

云创1986

位于江北区孔浦街道风华路，占地面积 61558
平方米，总投资 0.85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0.07 亿
元，2016年 7月开工，计划 2021年 12月竣工。该街区

荟萃旅游文化、艺术休闲、创意美食、潮流娱乐、创客
公寓等年轻社群元素，缔造集青年创业、时尚展示、
思想交流平台于一身的国际双创特色街区。

亮点工程

爱柯迪智能制造科技产业园
宁波水表智能水表扩产及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爱发科年产 5 万台真空泵（计）生产线项目
宁波柯力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项目
伊士通年产 3 万套液压伺服系统、全电系统智

能科技项目
江北外国语艺术学校二期工程
应家配套学校
宁波大学附属学校二期
姚江新区启动区 1#地块（滨悦中心）项目
江北区姚江启动区-横河 （洪塘中路-洪塘西

路） 及宅前张河 （北外环-丽江西路） 河道整治工
程

江北

江北膜幻动力小镇江北膜幻动力小镇

北仑

精品线路
红色传承精品线

起点为霞浦街道，终点至灵峰工业社区，全长
14.3 公里，总投资 73.703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9.155 亿元，2021 年 6 月开工，计划 2023 年 12 月竣
工。该线路周边有银泰城、富邦世纪商业广场、博地
影秀城等主要景点。

活力蓝湾精品线

以梅山湾沙滩公园为起点和终点的环线，全长28
公里，总投资1.54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0.45亿元,2021
年1月开工，计划2022年9月竣工。该线路周边有梅山
湾沙滩公园、万博鱼游艇港、梅山红桥等主要景点。

特色街区

党章守护地特色街区

位于北仑区霞浦街道新浦片区，总长约5公里。项
目共分两期，总投资1亿元，其中2021年投资6000万。
项目开工时间为2021年1月，一期竣工时间为2021年
7月，二期竣工时间为2023年12月。街区包含张人亚
故居、敦亲园、电影文化馆、儿童友好馆等项目，形成独
具“红人魂、江南韵、人民情”的红色风貌街区。

星阳时尚风华漫行街

位于北仑区东河路、华山路，呈“十”字形分布，
总长度约 1.5 公里，总投资 0.6 亿元，2021 年计划投

资 0.3 亿元，计划 2021 年 12 月开工，2022 年 12 月竣
工。该街区旨在结合近年来星阳片老旧小区改造、农
贸市场提升，美化居住及商业环境，进一步发挥两条
街服饰鞋包商业特色，形成独具特色的时尚街区。

亮点工程

青年创业创新大厦
高性能铝合金汽车零部件项目
维凯集团全球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万华改性能塑料项目
汽车轻量化零部件制造及总部中心项目
保税区海天年产 4000 台压铸机及其核心部件

制造生产项目
宁波梅山国际冷链供应链平台项目
吉利新建双班年产 30 万套汽车车身部件项目
2021 年“美丽城镇”建设项目
北仑文化中心项目

精品线路
时尚滨江休闲线

起点为常洪隧道，终点至鄞州大道，全长16.8
公里，总投资 16.5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0.9 亿
元，2021 年 4 月开工，计划 2023 年 12 月竣工。该
线路周边有欢乐海岸体育公园+综合体、舟宿夜
江+中海宁波湾、和丰创意广场等主要景点。

东钱湖幸福水岸风景线

沿陶公岛景区环湖至柏悦酒店，全长 45 公
里，总投资 4.469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2.969 亿
元，2021 年 4 月开工，计划 2022 年 12 月竣工。该
线路周边有陶公岛景区、韩岭古市街区、水上乐园
等主要景点。

特色街区
海丝之源特色街区

位于宁波书城至和丰创意广场沿江及周边区
块，呈线型分布，总长度约 1.3公里，改造提升总
投资 0.2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 0.2亿元，2021年 5
月开工，计划2021年7月竣工。该街区贯通和丰创
意广场、财富中心等时尚滨江休闲线上重要节点，
挖掘现有历史资源，营造一种全新的生活消费场
景。

文化广场、宏泰广场特色街区

位于宁波东部新城，改造提升总投资 0.25 亿
元，2021 年计划投资 0.25 亿元，2021 年 3 月开工，

计划 2021 年 12 月竣工。通过街区共享空间改造提
升和商业业态补充调整，形成浓厚的夜间商业氛
围，成为宁波独特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和城市时尚生
活广场。

亮点工程

博威合金年产 5 万吨特殊合金带材项目
宁波 （鄞州） 万洋众创城-高端汽配生产基地
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迁建项目
宁波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新建工程
东部新城核心区 E-1#、E-9-a#、E-9-c#、

E-9-d1#地块 （泰康医养项目)
江东核心区 4#地块项目 （新世界）
宁波市东部新城中央公园（宁东路—宁穿路）工

程
鄞州区雁湖路改建工程 （机场路至环镇路段）
宁波数字传媒基地 （鄞州文化创意产业园）
鄞州人民医院东院区建设项目

鄞州

东钱湖幸福水岸风景线东钱湖幸福水岸风景线--理想村效果图理想村效果图

精品线路
古韵秘色瓷文旅线

起点为胜陆公路（余慈交界处），终点至长邱线（慈
溪镇海交界处），全长50公里，总投资22.42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3.17亿元，2017年 9月开工，计划 2022年
12月竣工。该线路周边有上林湖和杜白二湖、上林湖
青瓷博物馆和青瓷文化传承园、鸣鹤古镇等主要景点。

前湾产城融合示范线

起点为宁波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终点至慈溪现
代农业开发区新慈湖，全长38公里，总投资1.2亿元，
2021 年 1 月开工，计划 2022 年 1 月竣工。该线路周边
有上汽大众、吉利研究院等高端产业区和方特东方神
画、宁波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

特色街区
河头古街

位于慈溪市龙山镇方家河头村，总长度约 0.8公
里，改造提升总投资 0.41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0.12
亿元，2017 年 6 月开工，计划 2021 年 12 月竣工。该街
区通过保护性修缮和改造，大力发展文旅产业。

鸣鹤古镇

位于慈溪市观海卫镇，改造提升总投资2.6亿元，

2021 年计划投资 1.32 亿元，2021 年 8 月开工，计划
2022 年 12 月竣工。打造生态环境优美、古镇风貌优
雅、产业深度融合、农民富裕富足的国药商帮源头、康
养山水古镇。

亮点工程

公牛墙壁开关插座生产基地项目
德业热交换器和新能源环境电器生产线建设项目
国电投氢能产业基地项目
胜山至陆埠公路（横河-余慈界段）工程
新城河二三期综合改造项目和滨河商业项目
四灶浦南延（新城河）拓疏工程
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处旧址宓大昌改造提升工程
宁波前湾慈吉外国语学校项目
浙东唐诗之路越窑秘色瓷文化长廊建设项目
鸣鹤古镇环白洋湖绿道项目

慈溪

精品线路
古镇乡韵风景线
（霞客西行风景线）

起点为天明湖，终点至桑洲南岭村，全长 26.6公
里，总投资1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0.2亿元，2021年9
月开工，计划 2023年 9月竣工。该线路周边有西门城
楼、前童古镇、桑洲乡村旅游特色村等主要景点。

乡村艺术谷风景线

起点为天明湖，终点至大佳何镇宁海与象山交界
处，串联大佳何石门艺术谷和桥头胡汶溪翠谷，全长29
公里，总投资2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0.3亿元，2021年5
月开工，计划2023年12月竣工。该线路周边有省级民宿
集聚村双林村、慈云佛学院、浙江省十大乡村振兴模式
之文化深耕模式葛家村、方孝孺纪念馆等主要景点。

特色街区
前童古镇历史文化街区

位于宁海县前童镇，改造提升总投资1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0.2亿元，2021年8月开工，计划2022年12
月竣工。该街区将发展非遗沉浸式体验、民俗互动体
验、高端民宿、博物馆等业态，形成集文创发展、旅游住
宿、文化展示、消费购物于一体的历史文化街区。

环天明湖商圈

位于宁海县天明湖周边，建筑面积约79.73万平方

米，总投资65.7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10.42亿元，2017
年8月开工，计划2022年12月竣工。形成核心聚集、疏
密有致的城市空间，实现人与城市、人与自然高品质的
休闲互动体验商圈。

亮点工程

宁海新山至三门段国道公路工程
宁海通用航空机场工程
大庄温泉乡根小镇项目
城隍庙商业街区项目
喜来登酒店项目
宁海县高级职业技术中心学校建设项目
宁海县第三医院扩建工程
桥头胡陆家安居工程
万洋众创城高端制造产业园
得力新型粘合剂项目

“十四五”大幕开启，宁波正迈上“锻造硬核力量、唱好‘双

城记’、建好示范区、当好模范生、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的新征程。自今年3月市委市政府开展“奋进宁波气象新”——区

县 （市）“精品线路”“特色街区”“亮点工程”创建活动以来，各

地紧锣密鼓推进项目建设，一笔一画勾勒出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的精

美轮廓。日前，“精特亮”半年度考评结果公布，最美“精品线

路”、最靓“特色街区”出炉，充分展现出了宁波的城市形象。

为了充分挖掘开发各地人文、历史、经济、地理等优质资源，

我市今起启动第二批“精特亮”创建项目，各区县（市）将每半年

推出2条“精品线路”、2个“特色街区”和10个“亮点工程”，通

过不断优化公共服务、美化城乡环境、深化文明创建、强化社会治

理，奋力打造宁波城市建设发展亮丽新名片，让老百姓游有所乐、

赏有所往、行有所获，充分领略甬城文化璀璨之美、历史厚重之

美、经济发展之美、环境宜人之美，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新向往、新期待。

精品线路
明山剡水风景线

起点为甬临线奉化海曙交界处，终点至甬金高速溪口
西出入口，全长24公里，总投资2.28亿元，2021年计划投
资0.78亿元，2021年6月开工，计划2022年6月竣工。该线
路周边有红帮故里、佛教名胜区、气动水泵产业园区、精品
花木展示区、弥勒圣坛、亭下湖等景点和功能区块。

沿海旅游观光线

起点为沿海中线 （鄞州与奉化交界处），终点
至甬临线 （宁海与奉化交界处），全长 58.66公里，
总投资10.15亿元，2021年计划投资4.9亿元，2020
年 1月开工，计划 2022年 6月竣工。该线路周边有
海洋渔业村落、滨海休闲观光区、松岙革命老区、
万洋众创城、缪家风筝特色村等景点和功能区块。

特色街区
滕头农创美食街

位于奉化区滕头村，总投资2.78亿元，改造提
升总投资 0.196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0.11 亿元，
2021年4月开工，计划2022年3月竣工。该街区集
田园、文旅、美食于一体，搭载 5A 景区改造升
级，打造成宁波特色美食的天堂、“农创+研学”
的基地、乡村旅游的新名片。

金钟广场（海鲜夜宵城）

位于奉化区岳林街道，占地面积约 3.8万平方

米，总投资 2.52 亿元，改造提升总投资 0.12 亿元，
2021年计划投资0.058亿元，2021年2月开工，计划
2022年6月竣工。该街区通过整体环境提升和打造具
有品牌影响力的海鲜夜排档，进一步擦亮奉化特色夜
宵的金字招牌，成为宁波夜色经济的亮丽风景。

亮点工程

甬江防洪工程东江剡江奉化段堤防整治 （二
期） 工程

宁波市第一医院异地建设 （一期） 项目
奉化区体育中心项目
浙江今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金枪鱼

生物健康食品产业园建设项目
联东 U 谷·宁波中交科技产业园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宁波卷烟厂“十二

五”易地技术改造二期工程
宁波 （奉化） 万洋众创城项目
宁波麦博韦尔移动电话有限公司科技研发园项目
宁波宝湾国际物流中心项目
浙江宁波奉化生猪生态循环养殖基地项目

精品线路
“水韵之旅”城乡康庄路

起点为城东路与谭家岭路交叉口，终点至杭甬
高速牟山道口，全长 27 公里，总投资 94.7 亿元，
2021 年计划投资９亿元，2021 年 5 月开工，计划
2024 年 12 月竣工。该线路周边有黄山城市公园、
余姚智能光电小镇、牟山湖度假区等主要景点。

“都市融合”山水文化带

起点为余姚城东路与古乍线交叉口，终点至江
北区界，全长 21 公里，总投资 30.2 亿元，2021 年
计划投资 6.6亿元，2021 年 7月开工，计划 2022 年
12 月竣工。该线路周边有河姆渡文化遗址群、阳
明温泉山庄、江南水暖城等主要景点。

特色街区
裘皮风情特色街

位于余姚市朗霞街道，总长度约 0.6公里，总
投资 0.5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0.5 亿元，2021 年
6 月开工，计划 2022 年 1 月竣工。该街区旨在打
造以展示裘皮文化、销售裘皮服装为主，集餐
饮、购物、娱乐为一体的商业特色街区。

革命老区富民产业特色街区

位于余姚市梁弄镇，呈“L”形分布，总长度
约 0.8 公里，总投资 0.5 亿元，2021 年计划投资 1
亿元，2021 年 6 月开工，计划 2022 年 3 月竣工。

该街区以“正蒙时光”特色主题，梳理街区店
铺、优化街区业态，传承街区文脉。

亮点工程

浙江舜宇光学有限公司年产 4.5 亿颗智能光学
镜头生产项目

余姚市泗门镇易津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产业园
项目

余姚京东储成物流有限公司京东浙江汽车配件
电子运营中心项目

浙江中意启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启迪科技城
中国云城总部基地项目
姚江水岸—运河诗路文化交流中心建设项目
宁波德昌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小家电产品生产

项目
余姚宝湾国际电商物流园项目
余姚市第三人民医院 （市精神卫生中心） 迁建

工程

余姚

奉化

精品线路
西望雅境

东起象山墙头收费站，西至西周镇柴溪村，全长
约27公里。2021年计划投资0.35亿元，改造提升时间
2021年 6月至 12月。该线呈现“东游西产”整体布
局，东部是省3A级景区墙头镇，拥有溪里方、方家岙
等一批3A景区村；西部是全国乡镇综合竞争力百强镇
西周镇，集中布局汽车配件、食品机械、新材料等产
业，沿途镶嵌山海自然景观和乡村田园风光。

经海逐浪

北起滨海工业园，南至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
区，全长约19公里。2021年计划投资0.46亿元，改
造提升时间 2021年 6月至 12月。该线串联市战略性
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园、宁波航天智慧科技城、石
浦科技园区等工业平台，周边有东旦天海风时尚运
动基地、亚运沙滩排球基地、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
区等主要景点。

特色街区
五彩渔镇

位于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内，总投资 4.2 亿
元，2021 年计划投资 0.18 亿元，2017 年 1 月开工，
计划 2021 年 12月竣工。该街区以海洋文化为主题，
是集海洋渔文化、民俗非遗、旅游度假、餐饮购物
等于一体的综合型特色商业旅游小镇。

石浦渔港古城

位于象山县石浦镇渔港中路，总投资 14.6亿元，
2021年计划投资0.33亿元，2020年7月开工，计划2022
年 12 月竣工。该街区以渔俗文化、海洋文化、海防文
化、渔商文化为特色，打造集渔文化展示、非遗文创、互
动体验、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活着的古渔镇街区”。

亮点工程

象山县静脉产业园沼气综合利用项目
海伦钢琴外壳生产项目
方德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临海发射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若宇新能源汽车检具装备生产项目
象山万洋众创城项目
半边山沙滩排球项目
象山县中型水库清淤扩容工程
宁波生物基可降解新材料产业基地项目
劳伦斯 Tsl-M 饰条超级工厂项目

象山

象山半边山景区象山半边山景区

我市“精特亮”工程“请您随手评”互动活动正式
拉开帷幕。市抓落实办联合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诚邀
广大市民为各个“精品线路”“特色街区”“亮点工程”
点赞与挑刺。本次随手评活动自即日起持续至年底，
欢迎市民走访“精特亮”，点赞亮点与成果，查找漏洞
与不足，为我市打造民生幸福精品项目贡献力量。

您可通过以下方式递交问题：
1、通过扫一扫“精特亮”标示牌上的随手评二

维码；
2、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群众留言板发帖

或留言；
3、扫一扫文末二维码，关注“宁波民生 e 点

通”微信公众号后发送“精特亮”，按提示递交。

活动要求：
1、提交问题时，请务必标注涉及的“精特亮”

项目名称，例如：海曙罗城环线。
2、内容需言之有物，切实反映存在的问题，或

传播好经验好做法。
3、请附必要图片，以及准确的拍摄时间、地点

等要素。
4、同一用户 （相同手机号） 发布的点赞内容，

最多奖励5次。
问题一经确认，即可获得手机话费20元 （其中

移动充值限浙江移动手机号；话费
将在活动结束后汇入）。

所有网友投诉及整改的情况将
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
板上展现。宁波日报报网端还将跟
进报道其中的典型个案。 （张枫）

有奖随手评
请您点赞和挑刺身边“精特亮”

革命老区富民产业特色街区—梁弄正蒙街革命老区富民产业特色街区—梁弄正蒙街

明山剡水风景线—亭下湖明山剡水风景线—亭下湖

记者 厉晓杭 通讯员 王迎杰

制图 毛雪娇

活力蓝湾精品线—梅山湾活力蓝湾精品线—梅山湾

古镇乡韵风景线—桑洲镇南岭村古镇乡韵风景线—桑洲镇南岭村

宁海

我市推出第二批“精特亮”创建项目

奋力打造宁波城市建设发展亮丽新名片奋力打造宁波城市建设发展亮丽新名片
古韵秘色瓷文旅线—伏龙山滑翔伞基地古韵秘色瓷文旅线—伏龙山滑翔伞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