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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城镇建设的目标是“五美”：功
能便民环境美、共享乐民生活美、兴业
富民产业美、魅力亲民人文美、善治为
民治理美。其中，“治理美”是打造“五
美”美丽城镇的重要一环。

围绕这一要求，瞻岐镇坚持践行
“五实五能”，全面开展“红岐强基”行
动，为“七创争先”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
障，并积极探索多元参与新模式，全力
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努力打造“有温
度”的美丽城镇。

锻造红岐魂。深化“红岐党建”品牌
建设，打造岐山红色根脉地图，完成炮台
山党史教育基地、周奋烈士纪念馆等阵地
升级建设，构建“一核两翼四圈”的格局。

织好红岐网。探索未来乡村大场
景下的乡村治理小切口，依托“掌上治
村”平台，开发“里弄长”小程序，深化

“里弄长3.0版”应用，建设镇应急管理
中心数字化平台，用好“四个平台”，实
现制治和智治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发
挥里弄长在美丽城镇建设工作中的助
力作用，抓紧抓实抓好美丽城镇建设，
全力推进全域美丽建设。

培育红岐人。近年来，通过不断深
化“一行一品”“共享农场”等文明实践
项目，“山支海志愿服务”已成为亮丽名
片。秉持“以文惠民”的初心，瞻岐镇不
断推陈出新，在乡贤助力下，以马灯调、
舞龙、高跷、旗袍为特色的文化品牌多
次走上央视，走向国际，增加了群众的
自豪感和获得感。

展现红岐能。瞻岐镇开展了“破十
难、创十特、塑十景”亮绩攀高行动，通
过“青蓝帮带”“三色亮灯”“擂台赛马”
等制度，确保二十项内容月月有变化、
季季有亮点。

在美丽城镇建设过程中，瞻岐镇的
社会治理将不断向智慧化、精细化转
型，如建设以云计算、智能终端为主体
的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城市大
脑”向小城镇延伸等。

“经过项目化推进，美丽城镇建设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美丽城镇是一项
系统性工作，需要通过创新治理来构建
长效机制，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从而不
断巩固美丽城镇建设成果，进一步擦亮
美丽城镇本色。”瞻岐镇相关负责人说。

瞻岐：聚力“五美”建设 擘画美丽城镇新图景
瞻岐镇地处鄞州东极，是鄞州区仅有的两个滨海

镇之一。自西北而东南的山地、平原、海滩三级地理构
造，造就了瞻岐独特的区位优势。在这座沐浴着清晨
第一缕阳光的滨海小镇，人们无须远途，就能领略到山
海风光的迷人和田园风景的秀丽；闲庭信步间，感受悠
悠古韵静静流淌，城镇的生机与活力不断释放。

自浙江省开展美丽城镇建设行动以来，瞻岐镇全
力打造颜值与实力兼具、气质与内涵相衬的“五美”城
镇。近三年里，该镇紧盯经济发展，强抓基础建设，优
化人居环境，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超8.5%，经
济动力更加强劲，投入建设资金2.6亿元，布局功能日
趋完善。

当前，瞻岐镇正围绕打造“滨海蓝湾·品质新城”目
标，大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城乡高品质融合、治理
高水平赋能，成功获评“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示范
镇”，迎来新时代城镇的美丽蝶变。在共同富裕先行和
省域现代化先行的实践道路上，瞻岐镇正将歌山画水
的美丽田园绘成共富共美、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见习记者 郑艺 通讯员 童诗涵

城镇，一头连着城市，一头
连着农村。美丽城镇建设，就是
要在小城镇里打造出“城乡等
值”的美好生活。

走进瞻虹社区，道路干净整
洁、车辆停放有序、绿化修剪齐
整，阅览室、篮球场、游泳池、儿
童乐园等休闲娱乐场所一应俱
全。在小区居民活动室，谢阿姨
正在和邻居话家常。“我搬到瞻
虹社区已经2年多了，小区的基
础设施比较完善，和住在市区没
什么区别。”谢阿姨说。

近年来，瞻岐镇先后推出一
批现代化城市住宅，进一步提升
城乡居民生活品质。如位于镇
文化中心南片区的保障性住房
项目已进入土地挂牌阶段，在这
片占地80亩的空间内，通过“国
企、开发区、乡镇”的三方合力，
将以未来社区理念进行综合开
发，除配套建设1400套保障性
租赁用房外，还将配套打造一个
建筑面积达1.65万平方米的商
业综合体，这也将是大嵩片区首
个以宋韵建筑为特色，集休闲、
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商业广场，将
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休闲、娱乐
一站式服务。

为推进城镇品质全域提

升，瞻岐镇不断加强公共服务
建设，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打造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深化居家养老机制，探索实
行老年人营养餐配送补贴机
制，设立老年大学教学点，
满足老年人精神和物质
需求；18 个村社便民
服务中心完成“六
有”标准化改造，
群众在家门口可
享受便捷优质公
共服务；加快农
村公路、生态步
道等基础设施
的提质升级，
优化全镇公交
线路，打通老村
公交服务“最后
一公里”。

“在美丽城镇
建设的过程中，我们
将聚焦共建共享，以

‘优教、优学、优医、优
养’为目标，健全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的服务体系，提升群众获得
感和幸福感，让发展成果惠及每
名群众。”瞻岐镇党委副书记陈
力说。

产城融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近年来，
在新时代、新技术、新观念驱动下，瞻岐
镇向海图强，充分发挥滨海优势，因地
制宜把“蓝湾产业”作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主导力量和鲜明特色。

在“产业兴镇”“城建美镇”“乐居惠
镇”“智治安镇”四大工程的驱动下，一
个滨海蓝湾产城融合示范区正在崛起，
从共创到共享，从共有到共富，打造“以
产促城、以城兴产”的特色型美丽城镇。

立足山海资源禀赋和文化根脉，着
眼现代农旅产业链，瞻岐镇整合盘活50
多亩闲置用地，建设集展示销售、加工
生产、休闲打卡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
农业功能集合园，做精做深瞻岐味道、
瞻岐品牌。

充分发挥“旅游+”叠加效应，以“宋
韵文化”为主题，充分利用“山支海民俗
文化国际交流中心”等阵地，不断围绕
旅游业全环升级、全链条增值，以打造

精品线、做强民宿和农家乐为抓手，推
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以重
大项目为载体、为牵引，让更多的农旅、
文旅项目落地瞻岐。

同时，瞻岐镇把建设高新产业平台，
培育优质主导产业，持续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作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目前，瞻岐镇已形成以临港装备、
汽车零部件、新材料为主导的产业体
系，打造出了博威新材料、拓普空气悬
架等领军项目，不断吸引企业入驻瞻岐
镇村级工业园，工业发展势头强劲。其
中年产4万吨的锂电池硅基负极材料一
体化基地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建成
后将成为杉杉锂电最大的硅基一体化
基地，为宁波新能源汽车，新材料产业
蓄势发力，为宁波新能源领域的技术创
新，铸就强劲的助推器。此外，瞻岐镇
以“268”工业提升工程为引领，实施全
域招商，全年计划引进内资2.2亿元，引
进项目17个，引进人才362人。

完善基础设施 共享“生活美”

立足资源禀赋 推动“产业美”

深挖文化底蕴 凸显“人文美”

创新社会治理 增添“治理美”

国际友人体验“跑马灯”。

周一村新村
建设效果图。

“小巨人”力达物流
生产车间。

山海瞻岐。

俯瞰瞻岐镇俯瞰瞻岐镇。。

瞻岐的文化，是山与海的结合，
也是智与仁的结合。“山”赋予瞻岐
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农林资源：奇秀
隽美的狭石岭、瞻岐岭、大嵩岭、
合岙岭，古色古香的大嵩古城遗
址、方桥城门、瞻岐炮台岗，诉说
着千年古邑的沧桑；“海”赐予瞻
岐人民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12
公里的黄金海岸线横贯全境，南
美白对虾、蛏子、泥螺、紫菜、青蟹
等成为宁波市的拳头产品。

在瞻岐，有一个浙东闻名遐迩的
海防要塞，大嵩古城遗址。它背靠福泉
山，面朝象山港，近邻大嵩江，距今已有
600余年的历史。特别是长达700米的
古城墙，沿着凤凰山绕山而筑，是宝贵的
历史遗产，是当地引以为傲的文化地标。

在瞻岐，非遗文化源远流长。南二
村就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民俗
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在老街，曾经斑驳
的墙面被墙体彩绘替换，闹元宵、跑马
灯、抬阁等非遗元素栩栩如生。“瞻岐自

古就有闹元宵的传统，特别是正月十五
晚上，有提灯会、猜灯谜、做戏文。灯会
上，九连灯、车马灯、龙凤双船，处处流
光溢彩。”南二村84岁的谢振川老人是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抬阁传承人，年
轻时练就了一身好手艺，现在依旧“宝
刀未老”。天一阁的藏书楼、鼓楼的大
摆钟、拱形的灵桥……2018年，老人制
作的“宁波号”抬阁到台湾参加文化走
亲，一亮相就吸引了众人目光。

在瞻岐，全年不同规模的节庆活动
办得有声有色，山海风情浓郁的“山海
节”名声在外，每个村落都有属于自己
的节庆品牌。每年秋季，合一村的“橘
子节”让橘子销量大增，供不应求；春耕
秋收的时候，东二村的“农耕节”吸引了
大量学生前来体验。同样获得游客喜
爱的还有东一村的“家风节”、南一村的

“采茶节”、岐化村的“虾爬袋节”……这
些节庆活动的地域风情浓厚，文化底蕴
丰富，为看得见的“风景美”、能感受到
的“人文美”注入活水。

环境美是美丽城镇建设之
基础。自然禀赋优越的瞻岐镇，
拥有 2.2 万亩耕地、6.5 万亩山
林、3800亩养殖水塘、2万亩近
海海域，是鄞州区农业资源最具
优势的镇之一。

走进瞻岐镇的美丽村庄，远
看水清鱼跃、近看庭院洁美、俯
瞰房景交融，方寸之地，尽显风
情，一幅幅“洁、美、绿”的美丽画
卷徐徐展开，处处呈现出“小城
镇、慢生活”的诗意田园之美。

近年来，瞻岐镇不断擦亮各
村独有的景色，在保留原汁原味
生态美的基础上，精雕细琢进行
改造提升，用心打造“一村一品、
一村一景”，美丽村落在这里各
美其美，串珠成链。当越来越多

“美丽样本”扩散后，“以群众推
动群众”效应逐步显现，群众把
建设美丽乡村真正当成了自己
的事。

在瞻岐镇卢一村，美丽乡村
被赋予了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内
涵。32户村民自发扮靓庭院，这

些盆景连点成线，组成了卢一村
花溪绕村、果香飘村的美丽景
象。“我们本地村民有莳花弄草
的爱好，经常三五结伴去山上寻
找心仪的品种，家家户户门口都
是一片绿色，吸引了不少花木爱
好者前来采购。”村民张妙飞说。

为了推进美丽城镇建设，不
断优化提升镇域环境，今年以
来，瞻岐镇以穿咸线为中心，通
过脏乱差问题整治、绿化修复补
种、农棚田舍拆除、外立面提升
等举措，加快“两路两侧”环境整
治提升，进一步改善城镇环境新
貌”。其间，处置违建50宗，拆除
违法搭建34094平方米，整改脏
乱问题点位40处。

未来，瞻岐镇将建立常态长
效管理机制，全方面多层次推进
村庄环境整治。同时积极开展
美丽庭院创建，持续巩固“五水
共治”、垃圾分类等专项行动成
果，实现点上出彩、线上美丽、面
上整洁，铺就村庄环境美丽底
色。

擦亮生态底色 勾画“环境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