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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警企
服务中心成立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段
晓鹏）昨天下午，海曙警企服务中心暨
经桥服务中心在海曙高桥镇正式授牌
成立，这是海曙警方深化落实“三服
务”，按照“精准、优质、高效、便捷”的要
求，为企业打造服务窗口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海曙警企服务中心从今年
10月开始试运营，以护航全区企业发展
为主线，向全区企业提供供给式、需求
式、普惠式的“1+4+X”全方位服务，着
力实现“护航、服务、打击、参谋”四大职
能。截至目前，该中心已向全区136家
企业及村级经济体在知识产权保护、财
务制度设置等方面提出建设性建议，协
助企业做好顶层制度设计，现已初见成
效。“今后，中心将进一步整合各警种73
项服务企业事项，创新出台服务企业

‘八大举措’，设立线上、线下两个服务
窗口，从知识产权保护、护航规上企业、
法律政策咨询、企业人才引进、出入境
政策便利化等方面提供全领域服务，帮
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中心相
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在授牌现场了解到，今年以
来，根据省公安厅统一部署，海曙警方
开展了护航企业发展“蓝剑2019”专项
行动，精确打击妨害企业发展的侵权
假冒、侵犯商业秘密等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行为，共受理立案各类侵犯知识
产权案件26起，依法打击各类侵犯知
识产权犯罪嫌疑人46名，捣毁各类制
售假窝点12个，涉案总价值3亿余元。

本报讯（记者 朱琳 通讯员 施洋）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千年古镇塘溪镇，因山水秀美而被
世人熟知。12月13日，“人文塘溪”文明示范线正
式开线。这条示范线围绕堇山湖，串联起了美丽
施村、红色沙村、重教童村、活力上周村、魅力童夏
家村5个村，将文化、文明、生态、产业、旅游等要素
融于一体，展现了塘溪镇的自然生态和人文风采。

塘溪镇不仅有好山好水，还有深厚的人文底
蕴。生物学家童第周、书法泰斗沙孟海、昆虫学家
周尧、天才画家沙耆……短短几十年间，塘溪镇产
生了4位国际级名人，70多位国内著名的革命家、
科学家、艺术家及教授。塘溪镇还涌现了“中国好
人”“念恩大妈”徐兰芳，浙江省“最美家庭”刘满丽
家庭，鄞州区道德模范、爱心教师周妙亚和鄞州好
人童中人、钱定生等一批“最美”典型。

“人文塘溪”文明示范线以“环境洁美、生态优
美、生活甜美、乡风和美”为创建目标，并结合美丽
宜居村建设、美丽乡村风景线建设等，把施村、沙
村、童村、上周村、童夏家村5个村进行“打包”创

建，同时与全域旅游开发相结合，突出各村的人文
和生态特色，如沙村的红色文化、童村的尊师重教
和长寿特色、童夏家村的生态宜人古村优势。

走进美丽施村，治水公园和美丽庭院示范巷，
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画卷；在红
色沙村，沙氏故居、鄞州区爱国奋斗红色教育基
地、宁波第一农村党支部陈列馆等红色元素随处
可见；在重教童村，广场上展示的是当地特色美食
青团、吉饼，村里宣传世代耕读、尊师重教的墙绘
随处可见。

“人文塘溪”文明示范线沿线共设计了20余个
景观节点，涉及主题形象墙、村落简介、文明示范
线导入图、最美庭院形象牌、墙绘、旅游景观标识、
主题公园、岸线景观绿化等，整体风格结合古镇的
特色，设计成白墙黛瓦的传统风格，和周边的环境
相匹配。

据了解，“人文塘溪”文明示范线是继“魅力太
白”文明示范线、“灵秀横溪”文明示范线、“鲜美咸祥”
文明示范线之后，鄞州区第4条农村文明示范线。

“人文塘溪”文明示范线开线
5个村串连成线，沿线共有20余个景观节点

“人文塘溪”文明示范线。鄞州区文明办供图

开门理城事

为了更好地提升宁波城市综合治理
工作水平，研究和吸收国际国内先进经
验，进一步优化城市治理的工作模式，宁
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以江北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为试点，从去年年底开始试点探索
与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开展战
略合作，共建“北京大学-宁波城市治理
优化实验室”。经前期调研排摸及可行性
分析，“北京大学-宁波城市治理优化实
验室”作为江北区招商引智项目，在“共享
未来、筑梦港城”江北区招商引智专题推
介会上正式签约。

城市精细化管理以城市管理现代化
为指向，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对原有的理
念和方法进行不断创新。为借鉴国际、国
内先进经验，加速推进我市城市精细化管
理工作，早在2018年年底，江北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就与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
学院签订了合作意向书，探索成立“宁波
城市治理优化实验室”，计划以城市管理
实践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主要研究
对象，借鉴国际先进城市量化实验室的研
究经验，综合研究城市治理优化相关的基
础设施、规划、设计、智慧管理技术和政
策，从城市优化治理、城市多目标治理、生
态智慧城市等多个维度，对优化宁波城市
治理模式、加快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出可行
性建议。

实验室试点以来，先后通过举办“推
进城市精细化管理 创造人民更美好生
活”专家报告会，设立“泛老外滩”城市精
细化管理试验区、通途路以南城市精细化
管理拓展区，创建大闸路-康桥南路为市
级精细化管理精品路，倡导“畅行”行动，
去除人行道硬隔离方案设计等课题项
目，引入前瞻理念，推动城市管理智能
化。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数据提取和管
理密度的关联性分析，找出市民关注热
点难点问题发生的高频时间、高频地点，
从而开展城市治理问题时空预测和城市
巡护精准时空定位，实现城市数字与智
慧管理。以物联网、GIS、BIM等技术为
抓手，搭建城市精细化管理试验区虚拟
平台，逐步改善区域管理中的薄弱环境，
实现泛老外滩区域交通、标识、灯光、景
观灯一系列市政设施的优化，将泛老外
滩打造成为国际品质优质景区。

12月22日，以“合意城市：城市治理
优化与设计”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将以圆
桌论坛、展板展示、互动模型等形式在

“2019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上展
出，届时将以江北区为案例地，使用环境
及社会感知、多元数据融合分析、城市数
据挖掘、城市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引入
高频设计、行为干预、实时优化等规划设
计手段，探索城市管理、功能优化、交通组
织、风貌管控、街道设计、人居体验提升等
城市表现优化的一系列解决方案，为城市
优化治理提供精细化样本，并切实有效地
促进城市管理模式创新，提高城市治理能
力，提升城市治理水平。 记者 边城雨

“北京大学-宁波城市治理优化实验室”
正式在京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