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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底，位于江北湾头的城市综合体项目——
万象城正式开门迎客，成为带动甬城消费增长点的又一
强劲引擎。“该项目总投资超 20 亿元，总建筑面积 28.6
万平方米，首批入驻餐饮、影视、服饰等中高端商家
400 余家，开业首日客流达 25 万人，零售额超 3600 万
元，比原计划开业时间提前了 3 个月。”该项目负责人
说。

在宁波老外滩步行街，各种高端精品项目同样引人
注目。每当夜幕降临，这个网红打卡地和人文交流窗就
将“最时尚”“最宁波”“最国际”的活力形象诠释得淋
漓尽致。“我们通过实地考察，接洽了数十家国内外项
目方，目前北欧创意中心、诺邸书店、喜马拉雅 24 小
时有声城市书房等项目已先后开业。”肖红民表示，不
仅如此，宁波时尚中心、墨憩项目已落户并相继进场装
修，顾家艺术时尚街区还新签约引进了泰国馆、厉家菜
等优质时尚休闲餐饮品牌。

一方面强化招商引资，凝聚商气，另一方面统筹产
业发展，提升发展能级，保障亮点工程较快推进。今年
以来，江北按照市委市政府“奋进宁波新气象”的工作
要求，紧紧围绕“创智之城、和美江北”的总目标，从
区域重大项目中精心筛选 20 个亮点工程，奋力打造城
市建设发展的亮丽“新名片”。

长阳科技年产 3000 万平方米高端光学深加工薄膜
项目投产后将被广泛应用于新型显示、半导体、5G 应
用等，从而打破国外企业市场垄断局面，目前该项目已
提前完成年度计划，部分厂房主体结构施工进度超半；
金山新能源基地项目投产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碱锰电池生
产单体工厂，目前已基本完工⋯⋯除商业项目外，江北
其他领域的亮点工程也已“快人一步”。

截至目前，该区 20 个亮点工程推进进度均好于预
期，其中 1 月至 8 月实际完成投资约 17.2 亿元，完成年
度投资计划的 100%，6 个计划新开工项目均比计划提前
实现开工；在 7 个计划完竣工项目中，有 3 个项目已竣
工，3 个项目已完工，还有一个项目推进顺利。

早开工是项目提速的第一步。“我们紧扣目标任
务，倒排时间节点，按照‘一项目一方案’原则，为项
目量身定制个性化攻坚方案，同时积极协同规划审批等
工作，为项目推进保驾护航。”江北区发改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而开工后如何确保项目进度的顺利推进则是提前竣
工投产的关键所在。在江北区重大决策监察平台，所有
重点项目都实行“红黄绿”亮灯监测管理，各项目 （年
度、季度、月度） 目标、关键性开竣工重要节点等信息
在平台上一目了然。

不仅如此，为促项目提速，江北“正向服务”和
“反向倒逼”双管齐下，持续推进项目破难攻坚。“一方
面我们成立服务专班，强化节点闭环管理，定制‘卡
壳’项目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实施多部门联动的开竣
工违约重大项目执法督查制，加强出让地块批后监管，
倒逼项目业主加快建设进度。”该负责人表示，该举措
先后帮助解决了万象城提前竣工开业、宁波银行科技产
业园渣土消纳等 10 多个项目重大节点性问题。

主动招引 双向发力

促亮点工程“快人一步”

突出产业发展和风貌协调，全面挖掘开发沿途、周边及内在的人文、历史、经济、地理等优质资源……今年以来，江北区按照
“有内涵、创品牌，有品质、提档次，有形象、抓特色”的工作要求，以“精特亮”为抓手，把点上做精、线上做亮、面上做美，点线
相连、以点带面，形成辐射效应，高质量发展新成效不断凸显。

通过持续优化公共服务、美化城乡环境、深化文明创建、强化社会治理，江北涌现出一批经济精品线、生态精品线、人文精品
线、创智精品线，体现了江北产业融合新模式、和谐生活新图景、美丽生态新样板、区域治理新示范，成了江北经济建设社会高质量
发展亮丽“新名片”。

道路亮化、智慧提升，如今，走在江北的精品线路
上，沿途风光已增色不少。今年年初以来，江北区加快
将旅游理念融入道路改造中，植入景观艺术小品、沿街
花卉、创意路灯等元素，实现道路和景观双提升，加强
沿线景观氛围营造。统筹规划设计沿线标识导览、公交
站、公厕、停车场、村庄入口标识、垃圾桶等设施，建
成视觉统一、特色鲜明的导览系统。目前，已在交通主
入口、主干道、地铁口及通景公路等新增交通标识牌及
全景导览图 85 处。与此同时，加快数字化建设，以精品
线为重点区域，结合智慧旅游、智慧停车、智慧监控、
智慧景区等内容，实现城乡智慧管理和智慧导览服务，
并将北山游步道、毛力水库环湖步道等统筹规划和微改
造，串联贯通一套城乡旅游慢行系统。

在“姚江历史文化长廊”和“灵山慈水休闲生态
带”两条精品线路上，各点位也在不断推新出彩。刚刚
过去的国庆节，老外滩特色街区内，72 米的“发光长
龙”穿梭，百名琴童摆出“72”字样共奏华美乐章，沿
江平台上红色的长廊内挂满了颜色各异的灯笼和油纸
伞，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

与此同时，经过两个多月改造的老外滩李宅，化身
沉浸式剧场，在国庆期间全新亮相。宁波首个“感官沉
浸+入戏沉浸”超沉浸的文化体验剧目 《入戏·老外滩》
在百年老外滩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游客进入老外滩的李
宅，便转变成为“戏中人”，通过全新的观赏体验，主动
去了解接受宁波帮文化、红妆文化⋯⋯据统计，国庆期
间，老外滩核心区累计接待游客 11.6 万人次，营收达 958
万元。

现在的老外滩，1640 米的沿江步行道、百米 3D 壁画
墙⋯⋯老外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肖红民说，今年 5 月中
旬，老外滩夜游灯光改造提升工程正式启动施工，在 6 月
初的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期间，街区以崭新的
形象展现在世界面前，在活动期间，街区人流量超 7 万人
次。目前，老外滩已点亮外马路沿江、中马路、人民路
等主街与内街的主要建筑，一根根灯管勾勒出百年建筑
独有的风貌。

而在“姚江历史文化长廊”上的姚江北岸海绵绿道
充分利用青林湾大桥等桥下空间，连接沿线公园、河
流、文保单位，周边连接中体 SPORTS 城、奥体中心、
宁波市小球训练中心三个体育场馆，与 20 余个小区一路
之隔，日均流量有上万人。

在“灵山慈水休闲生态带”的终点，慈城镇毛岙村
围绕“生态振兴、山水毛岙”目标，把美丽生态转换为
美丽经济新动能，通过提升以生态功能为主的村庄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发挥生态和近郊优势，招引了大
乐之野、莲心谷等品牌民宿，导入宁波天一国乐团、儿
童拓展基地等多家文旅企业。近年来，毛岙村成功获评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浙江省最佳自然生态村、3A 级景区
村，实现餐饮、住宿、农副产品等经营收入 500 余万元。

此外，在宁波市刚刚公布的新一批精品线路和特色
街区中，江北区“都市经济发展线”“文创智岸活力线”
以及湾头商圈、云创 1986 位列其中，相信随着线路及其
周边的改造提升，将为江北增加更多亮点。

功能提升 亮点纷呈

精品线路带旺江北人气

“只要天气好，来安山游玩的人就非常多，我们农家
乐生意也跟着火起来，每天都能接到预定位置的电话。”
眼下，秋高气爽，瓜果飘香，又到秋游时节，每到周末，江
北区洪塘街道安山村村民周国良就比平时忙碌很多，打
扫院子，采摘自家栽种的新鲜蔬菜，做上几桌地地道道的
农家菜⋯⋯饭毕，热情的老周还会主动当起导游，带游客
爬山散步，村里兜兜转转，感受特别的乡野风情。

在老周这个土生土长的老安山人眼里，最美丽的风
景就在家门口。“村子现在变化太大了，感觉打开家门就
是景区。我们吃完饭就沿着步道散散步，呼吸新鲜空气，
生活惬意极了。”红色健身步道沿着安山村河蜿蜒至荪湖
花海，宛如一条“彩带”，村民就在岸边闲聊观景，小朋友
在文化公园嬉戏打闹，游客谈笑着边走边拍照。这座位于
江北“灵山慈水休闲生态带”的安山村，精彩纷呈的群众
艺术美与青砖黛瓦的建筑美相得益彰，千年古刹保国寺
晨钟暮鼓、古朴典雅，重峦叠嶂流水潺潺，好一幅美丽和
谐的乡村画卷。

今年以来，充分利用安山村现有便捷的交通网络、保
国寺的文化底蕴、省级农家乐聚集村等基础条件，通过补
种绿植、美化村庄外立面、增设艺术项目等举措，让安山
村增添新景、增加新趣，进一步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美丽环境，为村民提供更加自然、健康的生活环境，为游
客提供丰富多彩的乡村休闲娱乐项目，满足野外休闲游
憩的需求。通过艺术加值、创意增值，活化历史民俗，演绎
新时代地方特色乡村文化，推动艺术赋能振兴乡村生根
落地，安山村的改变正是江北“灵山慈水休闲生态带”打
造提升的一个缩影。

深入挖掘线路沿线的历史文化、特色资源，将文化软
实力转化为吸引群众的硬实力，与安山村思路相似，今年
以来，慈城古县城充分挖掘融合慈孝文化、古建文化、红
色文化，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骢马河国风文化生活街
区保留老街空间格局，重现古县城水街合一的城市肌理，
营造粉墙黛瓦的江南水乡景色。打造“国风文化”的主题
概念街区，首批开业的 20 余家商户，云集宁波传统老字
号食肆、原创服饰、河景民宿、文创集市、风情休闲吧等多
种潮流前沿业态，并配合每周末的创意灯光秀，营造独具
特色的水乡古风意境。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对很多在江北的
人来说，记忆的乡愁就在灵山下、慈水畔、村落里。今年以
来，江北依托乡村原有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挖掘地域
特色，充分融合生态、文化、旅游等要素，将散落在江北大
地的美丽村落和湖光山色串珠成链。在这条全长 25 公里
的“灵山慈水休闲生态带”中，山水与乡村熠熠生辉，一盆
盆精致“盆景”变成了一片片美丽“风景”。

深挖特色 传承文气

谱共同富裕崭新篇章

撰文 黄程 王溪 陈冰曲 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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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三江口。（刘惠光 摄）

宁波老外滩步行街迷人夜景。（沈国峰 摄）

骢马河国风文化生活街区动人夜色。（王涛 摄）慈城镇毛岙村。 （沈国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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