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数字化改革先行示范区

聚力一二五 走好共富路

今天，阴有阵雨，下午雨渐止转阴天，温度：18~20℃，偏北风 3~4级转 4~5级；14日，多云转阴，温度：15~22℃，东北风 4~5级；15日，阴有时有小雨；16日，多云到晴；17日，晴到多云。 12日中心城区空气质量： I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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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振

本报讯 整治建筑立面、美化
沿线绿道、打造景观小品……近
日，我县“儒雅山水境”“潮隐
西海岸”精品线创建项目工程陆
续启动，桃源渔村开放式商业街
区、象山影视城襄阳城商业街区
等特色街区打造逐步推进。
去年，我县立足本地实际，挖

掘特色资源，推出了“扬帆海湾”
“智造蓝海”“西望雅境”“经海
逐浪”等 4条“精品线路”，青草
巷、风情街、半边山五彩渔镇、石
浦渔港古城 4个“特色街区”，以
及宁波日星风电产业园项目等 20
个“亮点工程”，在打造美丽景观、
做靓特色业态等方面取得明显成
效。今年，我县结合“万象山海”

的总体构思，继续打造精品线、特
色街区、亮点工程，持续念好“山
海经”，打好“特色牌”，全力做厚
生态本底，做美生态景观，做深生
态产业，做大生态红利，做强海洋
经济、美丽经济。

据悉，今年上半年两条精品
线计划投资 3000 万元。其中，
“儒雅山水境”精品线起点为西周
镇港南村，途经西周镇儒雅洋村、
泗洲头镇何金石村，终点为泗洲
头镇泗洲头村，全长 22.1 公里，
涉及 10个村庄。域内拥有儒雅洋
历史文化名村、龙溪漂流、肖胡
花海、千亩竹海等一批观景胜地，
全面呈现万象山海的立体景象。
该精品线建设将以生态为本底，
农业为基础，文化为灵魂，“以
农带旅，以旅促农”，着力打造一

条诗画共富路。“潮隐西海岸”
精品线起点为灵南高速口，沿线
经过泗洲头镇、茅洋乡、新桥镇
等环蟹钳港地区，终点至象山影
视城，全长约 50公里。域内拥有
宁波市影视文化产业区、蟹钳港
乡村旅游景区、灵岩山景区等，
将着力打造一个山之静美、海之
律动、村之乡愁的环蟹钳港共富
样板区。
桃源渔村开放式商业街区位于

石浦镇沙塘湾村，总面积约 38.8
公顷。该项目以“年轻态 + 轻奢
化”为方向，突出渔村生活特色
化、场景化展示，打造集商业、休
闲、亲子、运动、康养、度假于一
体，具有渔乡味、烟火气、年轻态
的滨海渔村商业街区。象山影视城
襄阳城商业街区，位于象山影视城

景区内，占地面积约 8万平方米。
街区通过对影视剧中经典场景加以
还原，增强影视特色，丰富游客体
验，着力打造集影视拍摄、主题乐
园、创意旅游、实景娱乐为一体的
影旅融合街区。

此外，今年上半年打造的十
个“亮点工程”分别是宁波勤邦
高端光学膜生产项目、宁波宁塑
注塑机生产项目、浙江日风逆变
器生产项目、宁波华众年产 10万
件矫畸金属件项目、灵岩山滨海
森林运动智谷项目、茅洋国际乡
野俱乐部、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
区核心区改造提升一期工程、大
目湾新城学校、盛宁线茅洋至泗
洲头段改建工程（“海上两山”最
美滨海风景道）、滨海工业园山海
情公寓 4-8号楼建设工程。

念好“山海经”打好“特色牌”

我县推进第三批“精特亮”创建项目建设

记者 俞宇

本报讯 昨日上午，县政协主
席俞骏、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
俶茜、县政协秘书长胡金文一行
赴丹西街道督导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

俞骏一行深入丰盛苑周边散
居楼群、新峰小区、来薰路沿线地
块，实地查看小区物业管理、环境

卫生整治、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
听取街道关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的汇报。今年以来，丹西街道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工作举措，抓
实抓细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截至目前，盘活闲置地块 100 余
亩，新增停车位 546 个，清除老
旧、破损广告 460余处，完成公
共区域修剪绿化面积 15000 余
平方米。

俞骏指出，丹西街道作为文明
城市创建的主战场之一，责任重
大、任务艰巨。要提高认识抓冲刺，
注重短时突击与务求长效相结合，
逐项逐条整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要对标对
表抓攻坚，注重刚性管理与柔性指
导相结合，以服务促管理，赢得更
多市民对创建工作的支持。要聚焦
短板抓重点，深入开展重点区域专

项整治，实行清单化管理、标准化
落实，有效解决存量、坚决杜绝增
量。要完善机制抓常态，注重治标
与治本相结合，分步骤、分阶段、分
批次，逐步解决文明城市创建中的
“难点”“痛点”，提高城市精细化管
理水平。要上下联动抓合力，加强
街道与部门的协同配合，充分发挥
微网格力量，广泛动员群众参与，
切实增强创建工作合力。

俞骏赴丹西街道督导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记者 董小滋 通讯员 吴宙洋

本报讯 日前，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公布宁波市“浙江省智慧景
区”名单，全市共有 9 家景区通
过评定，象山影视城景区榜上有
名，评定等级为 A。

近年来，象山影视城稳步推
进智治影城建设，基地智能化、
游客便利度、剧组获得感和区域
综合治理成效显著提升。经过优
化升级的“智治影城”云平台，
构建了“134”影城大脑体系。游
客在影视城只要通过一部手机，
即可“一键玩转景区”。通过打造
“象影智管”APP，影视城为剧组
拍摄提供在线工作分配、食宿安
排、物资管理、场景及摄影棚预
约等一条龙服务，剧组业务办理

时限从原先的 2 至 3 天缩减到 1
个小时；利用 3D全息遥感技术为
剧组提供远程看景、距离测算等
“零跑腿”服务，拍摄效率提升超
20%。值得一提的是，“智治影
视”云平台具有的执照办理、税
务登记、重点网络影视剧审批等
20多项应用和 50多项 “云服务”
事项，为企业提供一网查询、一
网兑现、一网评价的全闭环“一
网通”服务，服务范围覆盖 4500
余家企业。

去年以来，象山影视城以
“5G+”数字影视为突破口，与加
拿大泽德艾克滋电影特效有限公
司合作成立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打造全国首家 5G+影视数字制作
基地，通过科技赋能助推数字化
产业发展。

象山影视城
获评省级智慧景区

记者 黄玎 特约记者 张海峰

本报讯 在第 32 个全国助残
日来临之际，市慈善总会会长陈
云金一行，先后到我县爵溪街道
新梦想阳光家园、大徐镇“快乐
e家”阳光家园进行走访慰问。

据介绍，我县共有 3 家民办
性质的阳光家园，以全托照料或
日间照料的形式为 138 名残疾人
提供生活照料、技能培训、康复
护理、文化娱乐等托养服务；并

与工厂合作，结合简单手工操作，
逐步提高其生活自主能力、社交
能力。

“共富路上,帮扶残疾人不掉
队。”市慈善总会为象山 3家阳光
家园各拨付了 5万元的助残资金，
用于提升硬件配套、改善在园残
疾人生活条件。近五年来，县慈
善总会联合各爱心单位不定期在
各家阳光家园、公益服务中心组
织开展扶残助残活动，助残支出
201.09万元，受助 1594人次。

慈善组织助建“阳光家园”

记者 孙建军 通讯员 金盈之

本报讯 近日，位于中心城
区西南部的环城西路工程三期
B 标段主车道沥青摊铺全部完
成，标志着环城西路主车道全线
贯通，为项目全线通车按下“加
速键”。

环城西路起于彭姆岭隧道
口，终于滨海大道，全长约 7 公

里，红线宽 36米，双向四车道，
为我县“二环四纵四横”交通布
局中的重要环线。工程分五期实
施，总投资 5亿元。县委、县政府
将该条道路列入全县重点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有关部门和街道
协调联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项目建设。目前，除了三期 B标
段尚在施工中，环城西路其他路
段均已建成通车。

据悉，环城西路工程三期
B 标项目计划于 5 月 20 日前
实现主车道通车。环城西路全
线建成后，将提高城市道路通
行效率，进一步拉大城市框架，
促进周边区域开发建设，对于

完善中心城区交通网、加快现
代化滨海花园城市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图为主道贯通后的环城西
路工程三期 B标段。

（记者 蒋曼儒 摄）

环城西路主车道全线贯通

记者 王超男

本报讯 昨天，全县青年宣讲
暨第十五届微型党课大赛（决赛）
在县传媒中心演播大厅举行。在复
赛中杀出重围的 20名优秀青年宣
讲员再次登台角逐。

此次活动由县纪委、县委组织
部、县委宣传部和县直机关工委联
合主办。选手们紧紧围绕“喜迎二
十大，奋进新时代”主题，通过常
规微宣讲、美术微宣讲、电影微宣

讲、音乐微宣讲等多种形式，举生
动实例、讲身边故事、谈自身感
悟，全面展示我县“聚力一二五，
走好共富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滨海花园城市的实践与成
效，展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的青春担当。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县教育局
裘列娜、县信访局金冶倩获得一等
奖。参赛选手将加入“迎亚运、话共
富”青年宣讲团，深入基层，开展多
种形式的巡回宣讲活动。

全县青年宣讲
暨微型党课大赛决赛举行

昨天袁在第 111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袁晓塘乡野晓橘嫂冶巾帼志愿服务队到象
台医健集团晓塘分院袁走访慰问奉献在基层一线的白衣天使袁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
祝福遥

（记者 马振 通讯员 周逸帆）

鲜花送天使 情暖护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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