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2015 年修订） 

 

《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5年修订）》

已获得了国务院批复，现将总规主要内容公布如下： 

一、编制目的 

《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 年）》作为指导城市

发展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较好地引导和促进了宁波社会经

济发展和城市建设。随着区域发展背景的重大变化，宁波城

市面临着新的发展问题，为充分发挥城市总体规划对新时期

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指导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进行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修改。 

二、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分为市域、中心城区两个层次。 

市域范围为宁波市行政辖区，面积 9817 平方公里，重

点研究区域协调、市域空间结构、市域基础设施布局及重点

城镇发展等。 

中心城区范围包括三江片、镇海片、北仑片，是本次总

体规划修改的重点地域。中心城区的城市规划区范围为市区

行政区域，面积 2560 平方公里，该区域的建设和发展实行

统一规划与管理。 



 

三、规划期限 

本次总规修改期限至 2020年。 

四、城市性质 

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

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五、城市职能 

国际贸易物流港、东北亚航运中心深水枢纽港、华东地

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对外贸易口

岸、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核心。 

六、城市规模 

2020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 395万，城市建设用地 420 平

方公里。 

七、市域空间布局 

1.市域总人口和城市化水平 

2020 年市域常住人口控制在 1000 万以内，城镇化水平

达到 75%以上。 

2.市域空间结构 

规划形成“一核两翼、两带三湾”多节点网络化市域空

间格局。其中一核为宁波市区；两翼为由余姚市、慈溪市和

杭州湾新区组成的北翼和由奉化市、宁海县和象山县组成的

南翼；两带为东部滨海城镇产业带和西部山区生态人居带；



 

三湾为杭州湾、象山港和三门湾；节点为卫星城、中心镇和

新市镇。 

一核由宁波中心城区、外围组团及近郊城镇组成。重点

发展行政办公、航运服务、金融保险、商贸物流、信息科技、

风景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促进转型升级，提高城市集聚辐射

能级，提升城市功能与品质。以宁波中心城区为主体，初步

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 

北翼包括余姚市、慈溪市和杭州湾新区。北翼是宁波都

市区副中心，杭州湾地区专业性生产服务中心，长江三角洲

区域性现代物流基地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组成部分，浙东历

史与生态文化旅游休闲基地。 

南翼包括奉化市、宁海县和象山县。南翼是长江三角洲

南翼重要的国际旅游休闲区、海洋经济示范区、特色宜居健

康新区、国家海洋文化和生态保护区。 

东部滨海城镇产业带向北对接上海，向南衔接三门湾地

区，串联慈溪中心城市、杭州湾新区、镇海片、北仑片、东

部滨海组团、象山县城、三门湾区域等。 

西部山区生态人居带向北对接杭州，向南联系浙南、台

温地区，串联余姚中心城市、三江片、奉化中心城市、宁海

县城等。 



 

杭州湾区域包括余姚、慈溪、杭州湾新区、镇海的杭州

湾沿岸区域，是浙江省特色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滨海生态保护

区。 

象山港区域包括东部滨海组团、奉化东部、宁海和象山

北部地区，是全国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长江三角洲地区重

要的休闲度假港湾、浙江省海洋新兴产业基地、宁波现代都

市重要功能区。 

三门湾区域包括象山南部和宁海南部，是产业复合型、

生态友好型、滨海风情型的全国海湾生态经济试验区、国家

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基地、国家现代农渔业基地、长江

三角洲海洋新兴产业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合作示范基地。 

3.城镇规模等级 

城镇规模等级分 6 级：Ⅰ级人口 400 万左右(宁波中心

城区)，Ⅱ级人口 50～100 万(余姚、慈溪)，Ⅲ级人口 20～

50 万（奉化、宁海、象山、东部滨海组团、杭州湾新区），

Ⅳ级人口 10～20万（慈城、九龙湖-澥浦、泗门-黄家埠-临

山、周巷、观海卫、溪口、龙山-慈东滨海区），Ⅴ级人口 5～

10 万，Ⅵ级人口 5 万以下。中心镇人口一般不小于 5 万，一

般建制镇人口原则上不小于 1万。 

4.城镇职能等级 



 

城镇职能等级分 4级：Ⅰ级为宁波中心城区及外围组团，

Ⅱ级为慈溪中心城市、余姚中心城市、奉化中心城市、宁海

县城、象山县城、杭州湾新区，Ⅲ级为卫星城、中心镇和新

市镇，Ⅳ级为一般建制镇。 

5.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按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体系化、均衡化、品质化

的发展目标，构筑与城镇体系相适应的网络化格局，确保公

益性（准公益性）设施的有序建设。 

基础教育设施：按千人指标 60‰～68‰配置小学，千人

指标 30‰～34‰配置初中和高中，其中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

1:1。 

医疗卫生设施：宁波市域每千人床位数达到 5张以上。

宁波中心城区规划布局三级综合医院 16 家，各县（市）布

局三级综合医院 3～5 家。各街道（镇、乡）设 1 所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卫生院）。 

文化体育设施：各县（市、区）设 1 个全民健身活动中

心和文化活动中心，各街道（镇、乡）设 1处有独立占地的

街道级体育健身场馆和文化活动场馆。竞技性体育场馆能够

满足承办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和国际重大单项体育赛事的需

要，训练基地能够满足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需要。 



 

养老服务设施：每百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5张以上；

积极推进街道（镇、乡）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各

社区（行政村）设 1 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 

6.市域历史文化保护 

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发展的资源，完善保护体系，

建立整体保护框架，在保护的前提下可持续发展。历史文化

遗产按市域、中心城区、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文物古

迹五个层面进行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应当整体保护，保持传统格

局、历史风貌和空间尺度，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

观和环境；历史文化名城（宁波、余姚 2 处）、名镇（慈城、

石浦、前童、鸣鹤、梁弄等）、名村（许家山、龙宫、岩头、

横坎头等）必须依法编制保护规划，并按照保护规划保护和

管理。 

天一阁、保国寺、河姆渡遗址、蒋氏故居等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及其他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遵循历史载体真实

性、历史环境完整性和功能利用延续性的原则，执行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中国大运河宁波段应按照文化遗产真实性、完整性、延

续性的原则制订保护措施，把大运河遗产保护和功能延续有

机结合起来，进行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 



 

八、中心城区空间布局 

1.空间结构 

中心城区呈“一主两副,双心三带”的空间结构 。一主

即三江片，两副即北仑片和镇海片；双心即三江口中心和东

部新城中心，三带即余姚江、奉化江、甬江依江形成的三条

滨江生活带。 

2.发展方向 

三江片在进一步完善东部的基础上，重点向西、向北发

展，适度发展南部；北仑片、镇海片沿海岸线发展。 

3.分片布局 

三江片以余姚江、奉化江、甬江为依托，形成以三江口

为商业中心、东部地区为行政商务中心的双核空间结构，依

江形成以水和绿地为主的生态休闲轴。重点打造中山路城市

主轴、东部城市次轴、西部城市次轴三条城市轴线。 

北仑片形成带状组团式结构,由中心片区、小港片区和

大榭-白峰片区组成,各片区之间以生态带分隔，以快速交通

相联系。中心片区强化产业发展与城市生活的综合承载能

力，提升城市功能和形象；小港片区推进转型升级，承接三

江片功能和产业的外溢；大榭-白峰片区推进海洋产业集聚

发展。 

镇海片形成滨江生活居住和滨海工业仓储两个片区，其



 

中滨江以生活居住为主，滨海以工业仓储为主；生活居住片

区和工业仓储片区之间以防护绿带相隔离。 

4.外围组团 

为加强中心城区与周边区域统筹发展，实现功能互补与

空间协调，外围形成慈城、东钱湖、东部滨海、九龙湖-澥

浦四个组团。 

慈城组团：即慈城镇，是以都市休闲、山水宜居、高新

产业集聚为主导的综合组团。积极发展旅游产业，处理好历

史保护与城市建设关系。 

东钱湖组团：包括东钱湖、云龙、下应，规划为国家级

生态旅游度假区和长江三角洲著名的休闲度假基地、华东地

区重要的国际会议基地、国际性的高端总部经济基地。严格

控制建设规模，避免对公共空间和生态本底的侵占。 

东部滨海组团：包括春晓、梅山、咸祥、瞻岐，是以保

税物流、贸易口岸、生态休闲、生活居住为主导功能的综合

组团。控制工业用地规模，合理利用海岸线。 

九龙湖-澥浦组团：包括九龙湖、澥浦，是以生态休闲、

旅游度假、产业配套为主的中心城区北部综合性组团。 

5.中心城区远景发展构想 

中心城区远景将形成更为开放的组团式空间结构。三江

片为中心城区的主城，外围形成多个片区和组团，通过轨道



 

交通、高速公路、快速路加强主城与外围片区、组团之间的

联系，构建错位发展、生态良好、开放有机的网络系统。中

心城区远景重点向南发展。 

6.城市特色 

宁波是以“水”为核心的水网城市，充分利用丰富的自

然和人文景观资源，营造具有江南水乡与现代港城于一体的

城市个性，形成“江、河、湖、港、桥”融为一体的城市风

貌。 

突出自然环境景观特色，创建山海交融、依山傍水的山

海宜居名城特色。保护利用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发掘河姆

渡文化、浙东文化、商帮文化、港口文化等精华，突出现代

港城特色，体现历史文化名城风貌。 

中心城区按照“一主两副、双心三带”的城市空间结构，

突出“山海相融、三江六岸、一湖居中”的城市总体形象。

疏散旧城区人口，适当控制城市用地发展规模，组团之间保

持一定的生态隔离带，形成良好生态环境，从整体上保护山

水城市的风貌。 

中心城区风貌特色规划的重点地区为“两心一轴、三江

六岸”，“两心”分别指三江口核心区与东部新城核心区；

“一轴”指中山路城市景观轴；“三江六岸”为由余姚江、

奉化江、甬江水系组成的滨江景观走廊。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8%89%E6%B1%9F%E5%8F%A3&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8%AD%E5%B1%B1%E8%B7%AF&fr=qb_search_exp&ie=utf8


 

7.旧城更新 

旧城改造的对象主要为棚户区和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以

成片危旧住宅改造为重点，力争通过几年时间的努力，基本

消除安全隐患严重的成片危旧住宅区，全面改善居民居住条

件。城中村改造采取整体拆建为重点的改造方式，科学编制

城中村规划，合理优化土地用途，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完善

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 

九、生态环境保护与四线管制 

1.市域生态系统 

市域内通过两条南北向生态屏障，三条东西向生态走

廊，多条生态间隔带，多个生态绿源，构筑连山、串城、面

海网络化的生态安全格局。 

2.市域生态保护红线 

按照“保护优先、合理布局、控管结合、分级保护、相

对稳定”的原则，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

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全市生态保护红

线内土地面积占陆域面积 40%以上。生态保护红线内区域实

行分级分类管理，以满足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基本需求。 

3.市域空间管制 

宁波市域陆域范围内根据地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

展潜力的不同，划分为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强化空间



 

管制。 

禁建区指自然及人文资源珍贵、必须加以原真性保护、

避免受人类开发活动破坏的区域，约占市域陆域面积的 50%。

限建区主要指资源承载能力及生态环境脆弱的区域以及城

镇远景发展预留用地，约占市域陆域面积的 30%。适建区指

综合条件下适宜城市（镇）发展建设的用地，是城市（镇）

发展优先选择的地区，约占市域陆域面积的 20%。 

4.中心城区绿地系统 

中心城区构筑“一个生态圈、双‘Y’生态轴、一个生

态环、多条生态廊道”的生态框架，凸显宁波自然山水格局，

维护城市生态安全。 

5.中心城区四线管制 

城市绿线指市级公园、区级公园、专类公园、主要防护

绿地等各类绿地的范围线。城市蓝线指余姚江、奉化江、甬

江，西塘河、甬新干河等主干河道，东钱湖、九龙湖等湖泊，

皎口水库、英雄水库、新路岙水库等饮用水库以及大型排水

渠和湿地等主要地表水体的保护范围。城市紫线指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城市黄线

指对城市布局和周边环境有较大影响的城市基础设施用地

的控制范围。 

中心城区“四线”范围内用地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实施管理。 

十、城市综合交通 

1.高速公路 

构筑“两环十射”的高速公路网络。“两环”为绕城高

速公路与都市区环线；“十射”指杭甬高速公路、杭甬高速

公路复线、甬台温高速公路、甬金高速公路、杭州湾跨海大

桥及连接线、杭州湾跨海大桥第二通道、甬舟高速公路、甬

舟高速公路复线（北仑接线）、甬台温高速公路复线、六横

高速公路。 

2.铁路  

构筑由国家铁路与省级城际铁路组成的对外铁路网络。

国家铁路在既有萧甬铁路、甬台温铁路、杭甬客运专线铁路

基础上，增加甬金铁路、沪甬（跨杭州湾）铁路、甬舟铁路、

沿海铁路货运通道；同时预留杭甬城际铁路、甬台温城际铁

路、沪甬城际铁路通道。 

3.城市快速路 

快速路网由东外环路、望海大道-世纪大道、广德湖路、

九龙湖大道、机场路、秋实路-广元路、北外环路、通途路、

夏禹路、环城南路-富春江路、鄞州大道、沿海中线、泰山

路-镇浦路、余北快速路、大海线等道路构成“四横五纵九

联”的总体布局。 



 

4.轨道交通 

市域轨道形成以中心城区为中心的放射状网络,网络由

余姚-杭州湾新区线、慈溪线、奉化-宁海线、象山线四条线

组成，并与城市轨道形成便捷的换乘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以三江片为核心，形成跨三江、连三

片的放射状网络格局，规划线路 7 条，线网总规模 278公里。 

5.交通枢纽 

客运枢纽形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国家级综合客运枢

纽，由铁路宁波南站综合枢纽、栎社机场综合枢纽组成；第

二层次为区域级综合客运枢纽，由铁路东站、铁路庄桥站和

骆驼、邱隘、段塘和鄞州等公路客运站组成；第三层次为城

市客运枢纽，围绕轨道站点布置，为公交、慢行、机动车等

城市不同交通方式转换提供服务。 

物流园区及货运枢纽结合港口、公路、铁路、航空场站

及大型工业园区集中布置。规划主物流中心布置在北仑港区

后方，副物流中心布置在杭州湾新区。市域内县（市）各设

1 个物流园区；中心城区布置 5 个物流园区，分别为空港、

陆港、后海塘、霞浦和梅山物流园区。市域内规划杭州湾、

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和象山 6 个货运枢纽；中心城区规

划霞浦、空港、后海塘、邬隘、陆港、邱隘、穿山、滨海梅

山 8 个货运枢纽。 



 

十一、市政基础设施等（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