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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A05

宁波前湾新区获批

含杭州湾新区及余姚、慈溪片区，
控制面积 604 平方公里
昨日上午，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文件，宣布宁波前湾新区正式获批。前湾新区的获批，意味着宁波未来新的经济增长极中最为
重要的新引擎正式启航。

D. 现代化的滨海生态创新城

Ａ. 规划控制面积 604 平方公里
宁波前湾新区规划控制总面积 604 平方公
里，空间范围包括现宁波杭州湾产业集聚区（面积
约 353.2 平方公里），以及与其接壤的余姚片区（面
积约 106.6 平方公里）和慈溪片区（面积约 144.2 平
方公里）。四至范围为：东至寺马线-胜山镇边
界-水云浦，南至四塘横路-长河镇边界-潮塘横
江-新城大道-明州大道，西至余姚临山镇边界，
北至十二塘。
批复文件指出，宁波前湾新区要全面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全力落实省委、省政府
“四大建设”决策部署，高效发挥宁波杭州湾经济
技术开发区等国家级平台的带动作用，着力打造
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标志

性战略大平台、沪浙高水平合作引领区、杭州湾产
城融合发展未来之城。
宁波前湾新区将按照“一个平台、一个主体、
一套班子、多块牌子”的体质架构，按有关规定和
程序成立新区管理机构，保持宁波杭州湾经济技
术开发区、慈溪出口加工区等现有国家级牌子不
变，同步撤销宁波杭州湾产业集聚区等省级以下
产业平台牌子。
批复文件指出，
宁波市政府要以
“最多跑一次”
改革为牵引，高起点编制实施相关规划，以大整合
加快推动宁波前湾新区高质量发展。省级有关部
门要加强对宁波前湾新区建设发展的指导，
给予积
极支持，
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
营造良好环境。

Ｂ. 各区块将同步启动建设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
背景下，宁波前湾新区到底怎么建？杭州湾新区、
余姚、慈溪三地如何统筹？
7 月 5 日举行的第二届宁波市城乡规划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宁波市北部副城
空间发展战略及前湾新区空间规划》等，指出北部
副城是《宁波 2049 城市发展战略》确定的城市两大
副城之一，
而前湾新区是北部副城的核心片区。
会议要求加快沪浙合作发展区建设，谋划抓
好先期启动项目和创新服务平台、公共设施等配
套项目推进，努力将前湾新区打造成为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标志性战略大平台。
据记者了解，28 位宁波市人大代表慈溪中心
组代表曾于 6 月 14 日走进宁波市发改委了解相关

情况。据市发改委在此次活动中透露，我市是于
今年 5 月底向省政府上报《关于要求设立宁波前
湾新区的请示》。而因前湾新区规划范围涉及多
个行政主体，新区需要各方努力、同步建设，并表
示杭州湾新区、慈溪、余姚各区块将同步启动建
设。
对于如何推动前湾新区对接上海，
市发改委有
关人员表示，目前正在做体制机制创新方案，争取
打造为沪浙合作发展典范。从范围上讲，
沪浙合作
发展区包括整个前湾新区，
都可在产业、
科技、人才、
公共服务等领域推进接轨，也可选择一个或几个特
定区域共同合作开发建设，探索园区共管、规划共
编、
开发共投、
产业共兴、
制度共轨、
利益共享新体制
机制。

Ｃ. 世界级的先进产业集群基地
前湾新区作为承担长三角、大湾区的智能制
造基地，打造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是重要的
发展目标，规划到 2035 年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支
柱、现代服务业为支撑、都市型现代农业为保障，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这些产业重点布局在东部先进智造片区、中意

新兴产业片区和慈北产业创新片区等三大片区。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将聚焦智能汽
车、智能装备、5G、物联网、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
前湾新区还将补足现代服务业短板、提质都
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前湾新区整体上呈现“一城、三片、多组团”
的空间结构，其中的“一城”就是指现代化滨海生
态创新城。这也意味着前湾新区未来将并不仅
仅是产业发展的高地，而是产城融合、宜居宜业
的未来新城，将构建蓝绿交织、水城共融、多组团
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
在生态环境方面，
以杭州湾新区的城市功能区
和湿地公园为主体，
发挥生态本底优、产城融合基
础好、接轨上海区位佳的优势，
重点加强与上海的
科技创新和高端服务功能对接合作，
重点完善现代
智慧基础设施，
营造绿色生态居住环境，
提供优质
丰富公共服务，成为创业创新、总部经济、科研院
所、文化旅游等高端服务功能集聚区，
打造展现新
区现代城市品质形象的门户。
发挥新区内滨水临湖的生态优势，建设更智
能、绿色、包容的未来社区，满足高端人才的高品
质居住需求。

E. 完善的区域交通衔接
根据规划，沪嘉甬高速铁路将从前湾新区经
过，并强化与慈溪站、城际铁路、市域铁路等客运
方式的换乘衔接。同时开展沪甬城际通道线位
研究，预留沪甬城际接入慈溪高铁站的可能。规
划新增杭甬沿湾铁路通道，接入慈溪高铁站，承
担沿杭州湾南岸主要平台间的客运及货运功能。
前湾新区规划形成两横三纵的高速公路体
系，两横为杭甬高速复线、沈海高速（现状），三纵
为余姚大道连接线（在建）、余慈连接线、沪甬高速
二通道。重点推进杭甬高速复线、余慈连接线建
设，
加快沪甬跨杭州湾高速二通道的规划研究。
规划形成两条市域铁路通道，服务中意板
块、杭州湾新区及东部产业板块、慈溪高铁站板
块，支撑前湾新区与慈溪、余姚、宁波城区的快速
联系，实现前湾新区与宁波城区之间多点 60 分
钟内直达，
与余姚城区 30 分钟直达。
构建三横三纵的中运量通道，串联前湾新区
内部主要组团中心及主要客运枢纽。鼓励共享汽
车、分时租赁等交通服务方式，
满足多样化的出行
需求，
提高车辆的利用效率。
记者 房伟 殷浩

安家森林公园，
与野草一同生长，
呼吸香甜空气
■连续报道

宁波两拨业内人士考察团被
“野生”
灵芝匠心农法征服
7 月初，渊健林下野外灵芝基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宁波和各县市区癌症康复协会领导。当他们置
身于森林公园般的
“深山古法”灵芝基地时，
好几人都忍不住欢呼了出来。

“野生”灵芝孢子粉长在森林公园
龙泉位于浙西南，整座城市被重重大山所包围，一条瓯
江穿城而过，山清如黛，为干净的山城添加了几分灵秀之
气。
“深山古法”灵芝基地距离城区约半小时车程。下高速
后，车子在林木掩映，斑驳的马路上穿行，约十几分钟，拐进
了一条狭窄山路，两边茅草丛生。
灵芝基地就在山顶，当记者领着他们走进苍翠山林时，
好几人发出了惊叹之声：这是一片原生态的林区，杉树长得
比人的腰还要粗，山上遍栽药材，清新自然略带湿润的空气
闻起来似乎带着一股甜味。
踩着泥路走了十几分钟，一垄垄灵芝错落有致地呈现
在大家眼前。灵芝已经开伞，金黄色的伞盖在野草的衬托
下格外鲜艳和灵气，大家纷纷拍照留念。
纯天然的环境，独具匠心的种植方法，大家的兴致变得
很高。宁波市癌症康复协会张会长说，基地比她想象的要
好不少，这样种法已经非常接近野生。
今年 6 月初，宁波晚报曾邀请过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医药高等专科学院的领导和专家来基地考察。
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寒民说，看过很多药
材基地，这片灵芝山印象深刻。公司应该努力向林下野外
灵芝行业标准制订单位方向发展。浙江农业科学院园艺所
副所长蔡为明则表示，灵芝原本是长在野外的，后来人为移
栽到了大棚，
让灵芝回归山野应该是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

业内认可源于三大优势
为什么行业专家对渊健“野生”灵芝孢子粉这么认可
呢？龙泉食药菌学会主任何健芬介绍，
“ 野生”灵芝孢子粉
有几大优势：
1. 基地环境好，无污染：野生灵芝孢子粉在深山生长，
不像一般的大棚灵芝，与农用地混杂，农药等污染难以规
避。
2. 种植接近野生，成分含量高：据检测，
“ 野生”灵芝孢
子粉可分析的有效成分确实要比大棚灵芝高不少。
3. 中药材标准，质量要求高：渊健灵芝孢子粉按中药材
标准生产，
各项安全和质量指标要比保健品严格很多。
记者 周皓亮

香港卖 17 元/克，晚报只卖 5 元/克
头茬活性“野生”灵芝孢子预订趁早
灵芝孢子粉越新鲜，营养价值越高。6 月
以来，
本报一直在开展头茬活性
“野生”
灵芝孢
子粉预订福利活动，前几天，还在宁波市委市
政府餐厅进行了推广。目前预订活动还在进
行中，
想要的市民建议尽早下单。
上调过一次价格后，500 克预订装价格
2500 元，平均 5 元/克，比市面上很多普通保
健品批号的灵芝孢子粉还要便宜。记者了解
到，香港对中药材质量要求比较高，香港一家
肿瘤医院选用的灵芝孢子粉也是渊健品牌，
他
们的售价是 17 元/克。

基地养生三日游：参观龙泉青瓷博物
馆、龙泉宝剑工厂，游览古堰画乡，参观林
下灵芝基地和林下野外三叶青基地，费用
成本 650 元/人，报社补贴 200 元/人，读
者自费 45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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