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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9

我市首次发布
地理国情普查公报

宁波呈现

“五山一水四分田”
格局
总体呈现
“五山一水四分田”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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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国情普查是一项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
我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于 2013 年 11 月正式启
动，全面查清了我市各类地理国情要素的现状和
空间分布，
掌握了我市地理国情
“家底”
。
市规划局副局长陈为民介绍说：
“ 本次普查
有四个特点：一是全面，实现全市陆域国土无缝
隙全覆盖；二是真实，如实反映客观情况；三是精
细，普查最小图斑对应地面实际面积为 200 平方
米，城市里的每一块绿地、水池基本上都能在这
次普查数据中统计出来；四是系统，在查清自然
和人文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
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对专业部门的一些专业
化应用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公报》显示，
我市陆域面积为 9365.58 平方千
米，
总体呈持续增长态势，
新增陆域面积主要分布在
沿海地区。全市山地面积为4811.92平方千米，
占陆
域面积的51.38%；
水域面积为598.82平方千米，
占
陆域面积的 6.39%；
平坦地面积为 3954.84 平方千
米，
占陆域面积的42.23%。
“地形地貌总体呈现
‘五山
一水四分田’
格局。全市总体地势为西南高、
东北低，
自西南向东北倾斜，
呈阶梯下降。
”
陈为民说。
全市耕地面积 2317.71 平方千米，园地面积
1047.86 平方千米，林地面积 3910.50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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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海岸线长 809.41 千米
宁波是港城，也是江南水乡城市，宁波人从
小就熟悉江河湖海。那么，全市河流总长度有多
长？又有多长的海岸线？
《公报》也给出了答案：
全市常水位水面面积为 578.28 平方千米，河流长
度为 16366.78 千米。
甬江水系分两源，
按北源，
以余姚四明山夏家岭
眠岗山起算，
至镇海区甬江口北咀夏老太婆礁灯—
南长跳咀连线，
河流长度为 131 千米；
按南源，
以嵊
州市董家彦村起算，
至镇海区甬江口北咀夏老太婆
礁灯—南长跳咀连线，
河流长度为120千米。
甬江干流与姚江干流、奉化江干流汇合于宁
波市区三江口，至镇海口流入东海。甬江干流以
三江口起算，至外游山长跳咀，总长度 25.8 千米；
姚江干流以四明湖水库大坝起算，至三江口，总
长度为 80.9 千米；奉化江干流以方桥村三江口起
算，至三江口，总长度为 27.4 千米。
全市大陆海岸线总长809.41千米，
深水岸线总
长56.42千米，
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北岸，
北仑区沿海
和象山县北部沿海。全市沿海滩涂面积为 534.91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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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宁波市
规划（测绘）局召开新
闻发布会，发布《宁波
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
查公报》。我市的山川
呈现怎样的姿态？水
系的全貌怎么样？海
岸线有多长？如何找
到应急避难场所？上
述 问 题 都 可 以 在《公
报》中找到答案。

国土绿化率 50.11%
本次普查查清了全市国土绿化、
公益林、水土保持、地面沉降等生态
环境建设情况。其中，国土绿化面积
为 4692.66 平方千米（约合 46.93 万公
顷），国土绿化率为 50.11%，省级以上
公益林面积为 1464.83 平方千米。
全市水土流失区面积为 443.66
平方千米，占陆域面积的 4.74%。
“这
里的水土流失是指在水力、风力、重力
及冻融等自然营力和人类活动作用
下，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能力的破坏
和损失，包括土地表层侵蚀及水的损
失。”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
水土流失区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西
北部、西南部的强烈、极强烈侵蚀区域
范围及程度已经出现明显减少的趋
势。
地面沉降方面，市区的监测范围
为鄞州区、海曙区、江北区、镇海区、
北仑区西片、奉化区江口西坞，这些
区域约 500 平方千米，存在不同程度
的地面沉降，主要为小于 10 毫米/年
的弱发育沉降。另外，约有 175 平方
千米区域是大于 10 毫米/年的中度发
育沉降面积，主要成因是城市化过程
中大面积填土堆载和交通动负荷的
工程性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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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查数据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怎样的改变？
“普查成果已经广泛应用于自然
资源管理、国土空间开发、生态环境
保护、城乡规划与建设、重大工程实
施等领域。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国
情国力调查提供年度更新、普遍适
用、精准统一的地理国情公共基底。”
陈为民说。
据介绍，围绕新一轮城市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普查数据将为进一步优
化城市空间布局、强化城市空间运行
基础保障等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接下来，我们会深化地理国情
监测成果在实施发展战略和规划制
度、生态保护、防灾减灾、自然资源资
产审计、行业调查统计等工作中的应
用。积极推进城乡争优，主动对标国
内外先进城市，
推进城市国际化、建设
品质化，使宁波更加精致、更有品质；
强化灾害预警、突发事件监测，
关注民
生服务应急，护航城市安全。”陈为民
说，
“我们还将按照居民生活半径来优
化街区生活服务配套，加快实现分区
功能的多样化，逐步实现居民职住平
衡。同时，
为城乡融合发展服务，
大力
保障
‘百村精品、千村景区’
改造提升，
让现代都市与美丽乡村相得益彰、交
相辉映。
”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陈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