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党政办〔2018〕94号

关于印发舟山市普陀区 2018 年国际化城区

建设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党（工）委，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蚂蚁岛、

白沙岛管委会，区属各单位：

《舟山市普陀区2018年国际化城区建设攻坚行动实施方

案》已经区委、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舟山市普陀区委 办公室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2018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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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舟山市普陀区委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办公室文件



(此件公开发布)

普陀区 2018 年国际化城区建设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舟山市委、舟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

海上花园城市的指导意见》、《中共舟山市委、舟山市人民政

府“品质舟山”建设三年（2017-2020）行动计划》和《中共

舟山市普陀区委、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开放普陀”建设

三年（2018-2020年）行动计划》精神，持续深入推进国际

化城区建设，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着力解决城市建设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下大力气

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坚持“统筹谋划、彰显特色、主客共享、

跨越发展”的工作导向，深刻认识加快普陀国际化步伐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高定位、高标准将普陀建设成为国际花园

会客厅。

二、总体目标

聚焦“海上花园城普陀会客厅”和“开放普陀”的建

设目标和要求，加快建设一流的宜居宜商宜业的国际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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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境；扩大普陀国际知名度、经济活跃度、城市开放度，

加快产业集聚，推动创业创新，加强人员培训，全面开放

思维，增强普陀城市活力；注重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高

城市信息化水平，增强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加速完善城市

治理体系，补齐管理、服务等方面的短板，营造国际化的人

文环境和服务环境；持续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

程度，调动全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快普陀国际化城

区建设速度。

三、主要任务

（一）打造宜居宜商宜业的国际化城市环境。重点补齐

城市整体风貌不突出、功能布局不健全等短板，努力在优化

城市功能布局、提升环境质量、彰显城市特色风貌上实现新

突破。建设国际化公共空间与设施，提升街道、公园、广场等

城市公共空间国际化水平。构建智慧城市，提升城市管理能

力和公共服务能力。推进城市公共设施和旅游景点标识、标

牌国际化改造。

1、优化国际化城市空间布局。统筹实施《海上花园城普

陀分区规划》、《沈家门旧城更新规划研究和整体城市设计》。

持续优化区域空间布局，实现沈家门、东港、城北联动发展；

启动普陀地下管线普查及规划编制工作。

2、打造国际精品街区及入城口景观。建设银港街、城北

水街、泰莱街等特色精品街区。加快打造岭陀隧道、天吴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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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西路区块等入城口景观。提升改造市政设施、绿化景观、

城市家具、路牌标识等，保持街面亮化、洁化。负责整治流动

设摊、违法建设、越门经营、占道堆物、人行道车辆乱停、沿街

立面、店招店牌、空调外机、防盗窗等工作，保持街面美化、

序化。

3、加强国际化标识标牌建设。开展景区、城区公共场所

及道路的标识标牌规范化整治及多语种标识。在东港主要商

业广场内重要指示牌及生活配套设施设立双语标识标牌，

引导广场内商家在店内、菜单上进行双语介绍，同时鼓励商

场设置综合服务台，提供双语服务。

4、建设国际化标准基础配套设施。完成东港市政道路海

印北路（兴港大道～莲洋街）、海珠路（麒麟街～沙田街）、

海华北路（兴港大道～莲洋街）标准道路建设及兴港大道

（海莲北路～海华北路）绿化提升。提升东港二期莲花洋公

园景观绿化（包含城市家具、直饮水、绿道和亮化工程）、东

港防护林景观绿化（沙里街～纬十五路）、东港区块防浪堤

亮灯工程和半升洞至朱家尖大桥南侧防浪堤景观，治理永

兴河水体污染。

5、打造国际化特色公园。启动中央山体公园建设，在刺

棚山、青龙山实施山脚线、山腰线、山脊线部分工程。大力推

进鲁家峙红石体育公园、鲁家峙文化公园、江湾公园等 3个综

合性城市公园建设，打造江湾公园生态试点，构建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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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多层次、多元化独具特色的海岛公园体系。

6、加快城区重要节点国际化建设。加快推进半升洞码头

提升改造、夜排档整体提升改造、半升洞城市阳台建设、宝龙

地块开发、隧道上方的立体停车库及公园入口公共绿地、地

下联络通道建设。加快推进普陀东港商业邻里中心建设，改

造东港公交总站，建设集居住配套、餐饮、休闲、娱乐、公共

服务、社区商业办公、菜场超市等一站式商业邻里中心，提

升城市品质。

7、打造环普陀湾现代酒店集群。积极引入国内外知名酒

店品牌，建成铂尔曼酒店、希尔顿欢朋酒店、亚朵酒店、康湖

酒店、川普酒店（莲洋大观）。利用原希尔顿辅楼改造成为

舟山波音大飞机项目高管住宿楼。

8、打造国际化特色楼宇经济集群。建设普陀国际进口商

品中心（春天蔚蓝广场）、融资租赁产业中心、云谷（普

陀）渔港印象城。

（二）提升创新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城市知名度。坚持引

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品牌化和

服务化为方向，推动国际商贸、高智服务、时尚消费和金融

等特色服务贸易发展，形成竞争新优势。

9、打造国际创业创新示范基地。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推

动落实“证照分离”、“单一窗口”等一批试点任务，进一

步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主动融入舟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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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港创建。

10、积极引进培养国际创新人才。加快普陀湾众创码头、

海洋科创园平台建设，实现对外籍人士开放。加快实施自贸

试验区人才签证制度，探索设立“外国人证件办理专窗”

对外籍高层次人才开辟绿色通道、简化手续，为高层次人才

出入境、工作、在华停居留提供便利。积极实施人才“5515工

程”，在人才引进、创新创业、安居保障等方面对创新人才

给予政策支持，加快高层次人才集聚。

11、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扩大友好城市“朋友

圈”，力争与美国西雅图大区相关城市缔结友好关系。

12、加快普陀沈家门渔港小镇国家4A级旅游景观创建。

全面推进渔港小镇旅游交通、旅游游览、旅游安全、卫生环境、

综合服务、旅游购物、旅游信息化、综合管理、资源和环境保

护等各项创建任务，做优景区品质、扩大景区影响，增强景

区吸引力。

13、加快推进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心建设。依托浙台（舟

山普陀）经贸合作区，加快拓展进境水果业务，争取获批

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打造国际海岛特色产业旅游

集散中心，打造国际风情特色馆。

14、举办国际性会议及赛事，扩大国际影响力。办好国

际海岛旅游博览会、舟山群岛马拉松等。

（三）加快活力开放包容的国际化人文服务环境。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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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政务公开透明、信用基础

较好等优势，重点补齐现代城市治理相对滞后、国际公共服

务设施不足等短板，努力在提人文环境、服务环境、社会环

境上实现新突破。

15、探索国际化合作办学机制，开展教育国际交流与合

作。创办舟山中旭科创双语学校。不断加大教育对外开放交

流力度，推动区内学校与国内外名校的交流与合作。

16、打造国际化医疗卫生公共服务。争取完成普陀医院

和国际保险公司对接，为外籍人才提供商业医疗保险直接

结算服务。推进国际健康产业中心暨健康旅游示范基地（核

心区）建设项目，新入驻企业 20家以上，注册资金 2亿元

以上，完成普陀区大健康产业规划，完成国际健康产业中

心大楼装修及试开放，美兆、FK美人塾等企业入驻运营。

17、打造国际化休闲聚集地。扶持和提升一批特色酒吧、

餐饮店，如纸飞机咖啡、DV酒吧等，在东港海华路、杉杉广

场、海景时代广场等商业街区中形成一块特色鲜明、氛围浓

厚、管理优越、服务周到的外籍人士休闲聚集地。

18、打造国际化精品社区。设立“外籍人士贴心服务

站”， 设置专职涉外社工岗和涉外管家岗。开设外语充电

站，开设日常交流、旅游等方面的英语口语培训班。实施

“云视频”直播载体，将“云视频”连接到各社区，为涉

外纠纷的化解搭建快捷、方便的调解平台。在浙能蓝庭、蓝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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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双语标识标牌，物业配备相应涉外服务岗位。

19、深化国际化商旅文融合发展。依托杉杉广场广阔场

地和渔民画舞台，打造海洋文化大舞台活动，鼓励具有舟

山民间艺术、技艺等表演常驻杉杉广场，做到月月有演出，

营造本地特色文化氛围，吸引人气；同时鼓励外籍人士在

此开展艺术创作、街头艺术表演等活动，促进文化交融。

20、打造外籍人士联络驿站。开展全区商务英语培训，

打造外语人才驿家，定期开展外语人才沙龙活动，不断加

强中外文化融合，增进彼此友谊。

21、打造外宾参访旅游定点线路。整合舟山国际水产城、

沈家门夜排档、杉杉普陀天地等普陀特色资源，通过外部形

象提升和配备外语解说员、规范双语翻译等措施，谋划打造

普陀国际形象展示基地和线路，不断提升普陀对外形象。

备注：具体牵头单位和实施单位见附件。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海上花园城市建设办公室负责

抓好统筹协调、任务下达、业务指导、督办落实等工作，建立

“一月一通报、一季一评比、一年一总结”机制，确保信息

畅通、协调有力、工作有序、扎实推进。相关镇（街道、管委

会）、区属有关单位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落实人员力量，

精心组织，高效推进。

（二）明确工作职责。各牵头单位和实施责任单位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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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本实施方案及任务清单要求，制定具体的年度工作计划

及月度安排。要紧扣时间节点，倒排工作任务，实行“挂图

作战”。要严格落实项目中心制，切实抓好项目前期、资金

筹措、建设推进、资产运营、项目管理等工作。

（三）营造良好氛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开展国际

化城市建设系列宣传活动。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微信公众

号等媒体宣传国际化城市建设进展、成效和创新做法，引导

广大市民理解、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化城市建设，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共享城市发展成果。

附件：普陀区 2018 年国际化城区建设攻坚行动任务清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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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普陀区 2018 年国际化城区建设攻坚行动任务清单
序

号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年度目标 牵头单位 实施单位 备

注

一、打造宜居宜商宜业的国际化城市环境

1 优化国际化城市空间布

局

统筹实施《海上花园城普陀分区规

划》、《沈家门旧城更新规划研究和

整体城市设计》，持续优化区域空间

布局。

完成 区规划分局 区规划分局 　

启动普陀地下管线普查及规划编制工

作。

完成 区规划分局 区规划分局、

区城市管理

局

　

2 打造国际化精品街区及

入城口景观

建设银港街、兴港大道、泰莱街等特

色精品街区，推进城北水街建设招投

完成 区住建局 区城市管理

局、区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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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等前期工作。 集团

加快打造岭陀隧道、天吴隧道、东海

西路区块等入城口。

完成 区住建局 区住建局、

区城投集团

　

提升改造市政设施、绿化景观、城市

家具、路牌标识等，保持街面亮化、

洁化。负责整治流动设摊、违法建设、

越门经营、占道堆物、人行道车辆乱

停、沿街立面、店招店牌、空调外机、

防盗窗等工作，保持街面美化、序化。

完成 区城市管理局 区城市管理

局、沈家门

街道、东港

街道

　

3 加强国际化标识标牌建

设

景区、城区公共场所及道路的标识标

牌规范化整治及多语种标识。

完成 区旅游委 区旅游委、

区城市管理

局、沈家门

特色小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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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办

在主要商业广场内加强国际化标识建

设，重要指示牌及生活配套设施设立

双语标识标牌，引导广场内商家在店

内、菜单上进行双语介绍，同时鼓励

商场设置综合服务台，提供双语服务。

完成 区经信和科技局

（商务局）

区经信和科

技局（商务

局）、东港

集团

　

4 建设国际化基础配套设

施

东港市政道路建设，海印北路（兴港

大道～莲洋街）、海珠路（麒麟街～

沙田街）、海华北路（兴港大道～莲

洋街）标准道路工程及综合管线工程。

兴港大道提升工程及道路北侧绿化工

程（海莲北路～海华北路）。

完成 区住建局 东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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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港莲花洋公园景观绿化提升工程

（包含城市家具、直饮水、绿道和亮

化工程）；东港防护林景观绿化工程

（沙里街 ~ 纬十五路）；半升洞

至朱家尖大桥南侧防浪堤景观工程及

东港亮灯工程；治理永兴河水体污染。

完成 区住建局 区住建局、

东港集团、

区城投集团

　

5 打造国际化特色公园 启动中央山体公园建设，在刺棚山、

青龙山实施山脚线、山腰线、山脊线

部分工程。

开工建设 区住建局 区住建局、

区规划分局、

区城投集团

　

大力推进鲁家峙红石体育公园、鲁家

峙文化公园、江湾公园等 3 个综合

性城市公园建设，打造江湾公园生态

试点，构建点、线、面多层次、多元

完成主体 区住建局 区城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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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的海岛公园体系。

6 加快城区重要节点国际

化建设

半升洞片区开发建设，半升洞城市阳

台建设、半升洞码头提升改造、夜排

档整体提升改造、宝龙地块开发、隧

道上方的立体停车库及公园入口公共

绿地、地下联络通道建设。

开工建设 沈家门特色小镇

建管办

区交通运输

局、区城投

集团、区交

投集团

　

加快普陀东港商业邻里中心建设，改

造东港公交总站，建设集居住配套、

餐饮、休闲、娱乐、公共服务、社区

商业办公、菜场超市等一站式商业邻

里中心。

开工建设 区住建局 区城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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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打造环普陀湾现代酒店

集群

推进铂尔曼酒店、希尔顿欢朋酒店、

亚朵酒店、康湖酒店、川普酒店（莲

洋大观）建设。

完成 区旅游委 区旅游委、

区经信和科

技局（商务

局）、区招

商局、东港

集团

　

舟山波音大飞机项目高管住宿装修完

成并入住。

完成 东港集团 　 　

8 打造特色楼宇经济集群 建设浙江自贸区普陀国际进口商品中

心（春天蔚蓝广场）、融资租赁产业

园（财富中心）、云谷（普陀）渔港

印象城。

完成 区经信和科技局

（商务局）

区经信和科

技局（商务

局）、区招

商局、区自

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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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创新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城市知名度

9 打造国际创业创新示范

基地

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推动落实“证照

分离”、“单一窗口”等一批试点任

务，进一步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

营商环境，主动融入舟山自由贸易港

创建。

完成 区市场监管分局 区市场监管

分局、区审

招办

　

1

0

积极引进培养国际创新

人才

加快普陀湾众创码头、海洋科创园平

台建设。加快实施自贸试验区人才签

证制度，探索设立“外国人证件办理

专窗”，对外籍高层次人才开辟绿色

通道、简化手续，为高层次人才出入

境、工作、在华停居留提供便利。积

极实施人才“ 5515 工程”，在人

完成 区人才办 区人才办、

区公安分局、

区人力社保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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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引进、创新创业、安居保障等方面

对创新人才给予政策支持，加快高层

次人才集聚

1

1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

流

扩大友好城市“朋友圈”，力争与美

国西雅图大区相关城市缔结友好关系。

完成 区外侨办 区外侨办 　

1

2

加快普陀沈家门渔港小

镇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创建

结合特色小镇建设安排部署，全面推

进渔港小镇旅游交通、旅游游览、旅

游安全、卫生环境、综合服务、旅游

购物、旅游信息化、综合管理、资源

和环境保护等各项创建任务，做优景

区品质、扩大景区影响，增强景区吸

完成 沈家门特色小镇

建管办

沈家门特色

小镇建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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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创建 4A级旅游景区。

1

3

打造中国舟山国际水产

城

依托浙台（舟山普陀）经贸合作区，

加快拓展进境水果业务，争取获批进

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口岸；打造国际

海岛特色产业旅游集散中心；打造国

际风情特色馆。

力争落地 区经信和科技局

（商务局）

区经信和科

技局（商务

局）、区招

商局、浙台

（舟山普

陀）经贸合

作区综合办、

舟山水产品

中心批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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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舟山国

际水产城）

1

4

举办国际性会议及赛事 办好国际海岛旅游博览会、舟山群岛

马拉松。

完成 区文体广电局 区文体广电

局、区旅游

委、区招商

局、区文旅

集团

　

三、营造活力开放包容的国际化人文服务环境

1

5

探索国际化合作办学机

制，开展教育国际交流

与合作

创办舟山中旭科创双语学校。不断加

大教育对外开放交流力度，推动区内

学校与国内外名校的交流与合作。

完成 区教育局 区教育局、

区外侨办、

区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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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打造国际化医疗卫生公

共服务

争取完成普陀医院和国际保险公司对

接，为外籍人才提供商业医疗保险直

接结算服务。国际健康产业中心暨健

康旅游示范基地（核心区）建设项目。

进国际健康产业中心暨健康旅游示范

基地（核心区）建设项目，新入驻企

业 20家以上，注册资金 2 亿元以

上，完成普陀区大健康产业规划，完

成国际健康产业中心大楼装修及试开

放，美兆、 FK美人塾等企业入驻

运营。

完成 区卫生和计生局 区卫生和计

生局、国际

健康产业中

心暨健康旅

游示范基地

（核心区）

建设项目工

作组

　

1

7

打造国际化休闲聚集地 扶持和提升一批特色酒吧、餐饮店，

如纸飞机咖啡、 DV酒吧等，在东

完成 区经信和科技局

（商务局）

区经信和科

技局（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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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海华路、杉杉广场、海景时代广场

等商业街区中形成一块特色鲜明、氛

围浓厚、管理优越、服务周到的外籍

人士休闲聚集地。

局）、区招

商局、区市

场监管分局

1

8

打造国际精品社区 设立“外籍人士贴心服务站”， 设

置专职涉外社工岗和涉外管家岗。开

设外语充电站，开设日常交流、旅游

等方面的英语口语培训班。实施“云

视频”直播载体，将“云视频”连接

到各社区，为涉外纠纷的化解搭建快

捷、方便的调解平台。浙能蓝庭、蓝

园增设双语标识标牌，物业配备相应

涉外服务岗位。

完成 东港街道 东港街道、

区住建局、

东港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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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深化国际化商旅文融合

发展

依托杉杉广场广阔场地和渔民画舞台，

打造海洋文化大舞台活动，鼓励具有

舟山民间艺术、技艺等表演常驻杉杉

广场，做到月月有演出，营造本地特

色文化氛围，吸引人气；同时鼓励外

籍人士在此开展艺术创作、街头艺术

表演等活动，促进文化交融。

完成 区经信和科技局

（商务局）

区经信和科

技局（商务

局）、区旅

游委、区外

侨办、区文

体广电局

　

2

0

打造外籍人士联络驿站 开展全区商务英语培训，打造外语人

才驿家，定期开展外语人才沙龙活动，

不断加强中外文化融合，增进彼此友

谊。

完成 区外侨办 区外侨办、

区人才办

　

22



2

1

打造外宾参访旅游定点

线路

整合舟山国际水产城、沈家门夜排档、

杉杉普陀天地等普陀特色资源，通过

外部形象提升和配备外语解说员、规

范双语翻译等措施，谋划打造普陀国

际形象展示基地和线路，不断提升普

陀对外形象。

完成 区旅游委 区外侨办、

区旅游委、

沈家门街道、

东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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