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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砥砺奋进路，勇立潮头展新姿。

十八大以来，奉化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一批大平台大产业加快推进；

城乡品质显著提升，和美新城展新颜；七大“奉有”民生品牌提质攻坚，民生

福祉持续改善⋯⋯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奉化如何找准方向和定位？当下，奉化

正聚焦“竞跑竞绩、进位进阶”主题主线，强化产业支撑、人才支撑、功能支

撑、生态支撑、精神支撑、民生支撑，奋力打造都市经济蓬勃发展的活力之

区、青创要素高度集聚的年轻之区、城市气质动感时尚的品质之区、山海风

光交相辉映的魅力之区、文化底蕴充分彰显的文明之区、群众生活共富优

享的幸福之区，全力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健康美丽新城区。

“全区上下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思想警醒，以变革思维为燃点，加速推进

奉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全方位迭代转型，努力在宁波打造中国式现代

化市域样板的新征程上进一步彰显新城区的新担当。”奉化区委主要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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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集聚人才
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平稳增长，有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今年
前三季度，奉化固定资产投资为 341.69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5%，高于宁波
市平均速度。

近年来，奉化追赶跨越，奉献了一
个更有实力、更强支撑的新奉化。据统
计，奉化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6 年的
501.2 亿元增加到 2021 年的 848.4 亿
元，连跨3个百亿元台阶；全国综合实
力百强区排名也从 2016 年的第 78
位上升至 2021 年的第 71 位；规上
工业总产值从 544.2 亿元增加到
890亿元；关键基础件产业产值突
破百亿元，获评国家气动元件出
口质量安全示范区、纺织服装外
贸转型升级基地；净增亿元以
上企业 86 家、规上限上企业
301 家，新增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14家。

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近年来，奉化涌现了
一批领先领跑的创新成
果。国家气动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二等奖，瑞凌降温

薄膜等世界领先
的 科 创 项 目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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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轴五城多点”创新格局基本形成，启
迪智能装备（气动）科技园、宁波上海产
业转移双创示范基地等创新创业平台
齐头并进。全社会研发投入、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均
实现翻番，高新技术企业数增长150%，
新增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1019 家、“小而
美”苗子企业52家。

人 才 是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硬 核 ”力
量。本月初，在“奉栖燕归 化梦未来”
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智力项目洽谈
对接会（奉化专场）上，奉化首个两院院
士领衔的人才项目正式签约，76名博士
与引才单位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近年来，奉化人才政策迭代升级，
打造“1+4+X”人才政策体系；坚持项目
人才联动招引，持续实施“凤麓英才”项
目，博士数翻了三番，顶尖、特优人才比
撤市设区前增加了十倍，高层次人才加
速聚集；依托“人才之家”“奉麓青研院”

“创业创新赋能联盟”成立“人才创业创
新服务综合体”，为人才提供了集双创
孵化、人才引育、服务赋能于一体的枢
纽型服务载体。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现
代经济体系的“支柱”。未来几年，奉化
将围绕高端补链、终端延链、整体强链，
集中力量把基础好、潜力大、带动强的
产业立起来、做起来，培育形成具有奉
化特色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

品质提档 全民优享
阔步融入同城一体化

城市宜居宜业，乡村令人向往。暮
色下，县江畔灯带如彩龙穿城，璀璨夜
景点亮城市；在乡村，多措并举提升“三
农质效”，城乡融合描绘乡村振兴新画
卷。近年来，奉化加大城乡统筹力度，
积极打造品质城市，旧城改造与新城建
设同频共振，美丽城镇积极推进，居民
生活环境更加舒适。

城市品质跃升新台阶。近年来，奉
化实施了一系列城市品质提升专项行
动，实现了城市景观美化、夜景亮化。

完成了城市主要道路、公园（广场）及
各类重要节点的绿化景观改造，构

建了以4条主干道和县江两岸为
“两横两纵一走廊”，串联起以

金钟塔、锦屏山、仁湖公园
等“三塔三山双公园”为

主的夜景照明系统，基
本 实 现“ 处 处 拥 绿

地，人人乐休闲”

“白天添绿、晚上添彩”目标。
农村面貌焕然一新。近年来，奉化

获评首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全国
平安渔业示范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
区、国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试点
区；滕头乡村振兴学院向全国持续输出

“奉化经验”，尚田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
镇，萧王庙入选省首批特色农业强镇，
竹产业建成省示范性农业全产业链；新
建改建美丽乡村风景线 5 条、农村联网
公路近 200 公里，荣膺“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区⋯⋯大手笔描绘了一幅全面
振兴的乡村画卷。

奉化的空间资源、生态资源、山海
资源既是得天独厚的宝贵财富，更是制
胜未来的特色优势。今后几年，奉化将
以全域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为契机，全域
统筹城市功能布局、基础设施提升，精
雕细琢推进城乡设计与建设，全面塑造
奉化独具魅力、别具一格的城市形象。

全民优享，更高水平同城同标。
围绕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弱有所扶⋯⋯奉化对标“同城发
展”，大力实施民生工程，让城乡居民共
享发展红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
提升。

宁波市第一医院方桥院区启用、奉
化区中医医院竣工、浙江肿瘤医院宁波
院区开诊、与浙江省中医院签署合作办
医协议⋯⋯医疗卫生资源配置迭代升
级，全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5.8%；
全区建成各类助餐服务点 316 个，为老

助餐服务覆盖全区 322 个村（社区）；奉
化中学、实验小学完成迁建，浙江药科
职业大学、上师大附属实验学校建成投
用，教育现代化水平达成度近 80%；城
市“10 分钟健身圈”和乡村“15 分钟健
身圈”基本形成，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居
宁波第一、全省前列。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差距持续
缩小。前三季度，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43802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6.6%，
增速位列宁波各县（市、区）第一。

眼下，对标更高水平同城同标，奉
化正以打造七大“奉有”幸福民生品牌
为核心，实施新一轮民生同城化项目。

倡导新风 内练气质
文化“软实力”支撑硬发展

文化软实力是城市核心竞争力和
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奉化全域
联动，以新时代、新思想引领奉化优秀

传统文化，让文明素养、文化基因沁入
城市肌理。

在奉化，有一张名片叫城市文化中
心。这个奉化“精特亮”创建中首批精
品线路上的璀璨明珠，集博物馆、图书
馆、文化馆等七大场馆于一身，已成为
当地的“网红”打卡地。

在奉化，有一种幸福叫“15 分钟品
质文化生活圈”。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乐
享集演出、培训、展览、讲座等于一体的
文化盛宴。预计到 2025 年，文化驿站
将实现从城区到街道全覆盖，实现奉化
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在 奉 化 ，还 有 一 种 温 暖 叫“ 红 马
甲”，10 余万名志愿者活跃在文明城市
创建、交通引导、疫情防控等志愿服务
现场。“孝膳堂”等老年食堂志愿服务模
式美名远扬；每月固定两次的“家园日”
活动中，志愿者成为乡村文明创建的

“主力军”；国网宁波市奉化区供电公司
在松岙、大堰设立奉化电力（小草）光明
驿站，推进城乡均等化服务，奋进共同
富裕新征程。

近年来，奉化不断完善三级公共文
化设施网络，优化博物馆、图书馆、非遗
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功能，推动优质公共
文化资源向基层、乡村延伸。322 个村

（社区）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礼堂）相继
建成，拥有“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90 个，实现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
施面积 5115 平方米。此外，奉化
以强化志愿服务网格化管理为核
心，打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
的文明创建格局，不断擦亮新城

区的文明底色。
未来，奉化将常态化推进文明

典范城市创建，升级“我们的家园”
“奉邑文明行动”，打造新时代文明实
践全国样板，文明好习惯养成实现率
将达到 95%。启动新一轮雪窦名山建
设，纵深推进溪口古镇空间腾挪、功能
置换，有序推进城里厢、唐诗之路等特
色风貌保护与开发，提升更具辨识度
的城市文化 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