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洋市居委会居民：

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选

民登记工作已经开始，请在 2017年 5月 10日前已年满

18周岁的户籍在江北洪塘街道洋市居委会的居民在看

到本通告时间起至 4 月 20 日前来宁静社区服务大厅进

行选民登记，联系电话：87384960。逾期未来登记的

居民请在自己居住所在地参加换届选举。特此通告。

江北区洪塘街道宁静社区居委会

通 告
受委托对一批罚没上交物品进行公开挂牌互联网竞价交

易处置。标的详情及网上报名、网络竞价网址为：宁波产权交易
信息网 http//www.nbcqjy.org点击“罚没上交物品”栏及“互联
网竞价系统一”查看。

一、标的分类：1、综合类 1，底价 2730 元；2、综合类 2，底价
8280 元；3、综合类 3，底价 44950 元；4、综合类 4，底价 15290 元；
5、消费卡类，底价 47360 元；6、饰品类，底价 1600 元；7、非标柴
油，底价7490元。

二、网上注册报名时间：2017年4月14日-5月12日止。
三、标的展示时间：2017年 5月 3-4日。(标的 7看样时间需

提前预约）
四、网络报名现场资格确认：
1、地点：宁波宁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办事大厅

F3008号窗口。2、时间：2017年5月15日（9：00-11：00、13：30-15：
30）3、网络报名人资格确认所需资料：自然人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及
复印件，缴纳保证金的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原件；企业单位需提供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原件及复印件、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委托
书、受委托人身份证、缴纳保证金建行转账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五、交纳保证金：竞价保证金的缴付数额、时间、方法详见
网上公告，缴付截止时间：2017年 5月 15日 15：30分（以到达宁
波市产权交易中心账户为准）。

六、网络竞价时间：2017年5月17日上午9：30。
七、联系地址：宁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316室。
联系电话：87187183、87187194 刘老师、傅老师

宁波市产权交易中心

出让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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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姬联锋）2017
年宁波山地马拉松赛将于本周日
举行，在比赛前一天，肯道尔国际
山地电影世界巡展宁波山地马
拉松赛专场展映将在江北区来
福士广场中影国际影城举行，届
时将有 5 部关于越野跑和 1 部关
于登山的电影短片与宁波的户
外运动爱好者见面。

肯道尔国际山地电影节是欧
洲著名的户外运动类电影盛会，
已有 30多年的历史，是国际山地
户外运动的超级盛事之一。本次
6 部影片在宁波展映的时间为 4

月15日14时至16时30分。
在这几部影片展映中间，安排

了极限达人分享会，今年的嘉宾是
Shane，他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跑
步、攀登与探险活动的融合”，主要
分享他在英国山地马拉松赛、欧洲
天空赛以及超级探险跑赛的经验。

想要获得观影券的读者可扫
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甬动
潮”，为有关肯道尔国际山地电影
节的文章点赞，参与抢票活动。获
得观影券的 20 名幸运读者的名单
以及观影券的领取方式将于 4 月
14日下午在“甬动潮”上发布。

肯道尔国际山地电影节助阵“山马”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徐良）“三境一陶然——李采姣
花鸟作品展”昨日在宁波美术馆
开展。展出的作品由宁波大学潘
天寿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采姣近
年来创作。99 幅精品中既有恣
意豪放的大写意作品，也有清新
雅致的没骨和小写意佳作。

李采姣 7 岁习字，15 岁习
画，曾到日、法、德、奥等欧亚
20 国进行艺术访学。她现为浙
江省“151 人才工程”人才，宁
波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科带头
人，宁波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李采姣不仅精通花鸟画理论，而
且谙熟花鸟画创作。她的花鸟画
兼擅没骨设色与水墨写意两种技
法，高古大气的笔墨功力和韵味
与色调的和谐典雅更增强了她作
品的整体面貌的视觉观感。作品
多次获全国性大奖或入选全国性
展览。

何水法是李采姣的导师，这
是他第二次参加学生的画展，在
开幕式上很高兴地说看到学生又
进步了，“我们的画要传承，我
们说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今天这
么多人参加活动，更深层次上来
说是为中华优秀文化捧场。”

李采姣表示，她的创作是为了
和更多的艺术界同行交流。她说：

“自 2013 年 9 月去中国艺术研究院
攻读美术学博士学位以来，在导师
何水法的支持下，我越来越从容、
越来越耐得住寂寞。我的创作和学
习是不停总结自己，今天的展览是
这几年学习的总结，是向关心、爱
护、支持我的家乡父老的汇报展。
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展览是我艺
术起跑前的热身。”

展览的学术主持人毛建波是著
名美术史论家、美术批评家，他在
序中写道：李采姣以传统书法用笔
为筋骨，以水、墨、色的渗合交融
为神韵，不露痕迹地吸收借鉴西方
绘画色彩，注重画面整体感的营
造，讲究花鸟的造型与画面的构成
趣味，讲究以情御形，以形传神，
画面耐看，立意清新，富有生活情
趣。

当天，还举行了李采姣花鸟作
品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李
采姣在艺术之路上刻苦钻研，艺术
作品既有女性的细腻又不失豪放。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美术家协
会、宁波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宁
波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展览
将持续至4月25日。

李采姣花鸟作品
在宁波美术馆展出

昨天昨天，，观众在宁波美术馆观赏李采姣花鸟画展作品观众在宁波美术馆观赏李采姣花鸟画展作品。。（（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2017 年宁波山地马
拉松赛将于本周日开跑。记者昨天
从赛事组委会获悉，本次赛事的各
项筹备工作均已到位，届时将有
4600名马拉松爱好者相约江北。

作为今年比赛的举办地，北山
游步道具有开展山地马拉松赛的得
天独厚的条件，全长 80 公里，沿
线有 15 座美丽村落。比赛线路从
荪湖出发，全程将翻越六座山峰，

穿越五处湖泊湿地，跑过一个千年
古县城和一座国宝级千年古刹。沿
线山水风光绮丽，历史文化悠久，
参赛选手可在赛事中体验江北的秀
美风光，领略江北的山水人文魅
力。

汲取前三届山地马拉松赛的经
验，此次赛事主办方对赛道进行了
更为科学完善的整修和改造，目前
赛道改造工作已全面完成。在此基
础上，江北还加强与爱燃烧、肯道

尔中国、美国心脏协会授权机构杭
州飞宇公众教育基地等机构的联
系，协同宁波大自然户外俱乐部，
精心制定竞赛方案，对工作人员进
行了分工培训，做到任务到人，责
任明确。同时，主办方还对赛事志
愿者进行了专业救护培训，细化了
赛道沿途的志愿服务、医疗救护、
应急转运、食品安全等方案。针对
比赛中的医疗救护，组委会制定了
应急预案，配备了 9 辆救护车、7

辆应急车、31 台便携式自动体外
除颤器、4家定点救护医院，全程
设立了 30 个固定医疗点及 16 个流
动医疗站参与医疗保障工作。

秉承一贯的优良传统，今年宁
波山地马拉松赛还将继续把公益进
行到底，主办方与区红十字会共同
设置了“为博爱奔跑——关爱青少
年心理健康”公益项目。主办方将从
参赛运动员的报名费用里提取10%
作为公益基金投入该公益项目。

4600名马拉松爱好者周日相约江北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
郑莹） 2017 年全国女子举重锦
标赛暨第十三届全运会预赛于 4
月 8 日至 11 日在广东惠州举行，
代表浙江队出战的宁波运动员孙
永杰在比赛中战胜奥运冠军孟苏
平，夺得女子 75 公斤以上级的
金牌。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28 支代表队的 222 名运动员参
赛，由于各级别前 16 名才能拿
到全运会门票，因此竞争陷入
白热化。

在女子 75 公斤以上级的角
逐中，里约奥运会冠军、安徽选
手孟苏平最引人注目。但这个级
别已经出现新手向其发出强势挑
战，浙江宁波选手孙永杰抓举以
138 公斤摘金，领先孟苏平 1 公
斤。挺举中两人也展开环环相扣
的比拼，孙永杰三把要了 161、
170、176 公斤的重量，孟苏平
要了 165、175、180 公斤打算还
以颜色，可惜孟苏平在最后一把
没有成功，而孙永杰三把全部成
功，挺举又赢了 1公斤。最终孙
永杰以总成绩 314公斤夺冠，孟
苏平获得亚军。

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

孙永杰夺冠

本报讯 （记者林海） 2017
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第十三届全
运会预赛12日晚结束了男子200
米自由泳决赛的争夺，混合泳短
池世锦赛冠军、宁波的汪顺以 1
分46秒57获得亚军。

昨晚，宁波运动员汪顺和钱
智勇参加了 200米个人混合泳的
半决赛，结果汪顺毫无悬念地以
1分58秒95的成绩排名第一进入
决赛，同组的宁波运动员钱智勇
以2分01秒66的成绩同样晋级决
赛。

此外，在男子 200米蝶泳决
赛中，宁波运动员吴宇航代表浙
江队出场，他以 1 分 58 秒 99 的
成绩获得第四名。

全国游泳冠军赛

宁波汪顺摘一银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徐
良） 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陈春荣的
竹刻作品昨日起在宁波美术馆展
出。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笔

筒、臂搁、洗、印章等实用器，一
类是以人物、动物、花鸟、如意等
为题材的竹雕摆件。

陈春荣是一位 70 后，2011 年

创办成立象山县春荣竹刻艺术馆，
他还是宁波市工艺美术大师和首
届浙江省工艺美术优秀人才，自
幼酷爱竹艺，少时师从张赛利与
张德和学习竹刻技艺，从一名学
徒 工 做 起 ， 踏 踏 实 实 又 勤 于 钻
研 。 陈 春 荣 吸 取 古 人 竹 （根）
雕刻精华，融各派竹刻之所长，
创造了富有个性的独特竹刻技法，
作品多次在国家级大展大赛中斩获
金、银奖。

在陈春荣的竹刻、竹雕作品
中，既可见创始于明隆庆、万历间
的江南一绝“以刀代笔，以书法刻
竹”的嘉定竹刻风采，又可感受到
张德和大师“不雕而雕”的“天人
合一”之境域。展览持续至4月27
日。

陈春荣竹刻作品展出

本报讯（记者南华 通讯员
方天叶 陶丽莎） 4 月 13 日晚，
第 57 届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
节中国赛区闭幕式颁奖典礼暨第
三届中法动画论坛在浙江大学宁
波理工学院举行，中法嘉宾数百
人出席闭幕式。据悉，这个世界
顶级国际动画节中国赛区活动从
此将永久落户宁波。

据法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介
绍，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组
委会和中法使馆官员经过一年多
的慎重考察、比较，最终在宁波

鄞州举办这次电影盛会，事实证明
抉择正确。这次中国报名参评的动
画作品有 800 多部，经严格评选，
中国浙江李毅的动画电影《寻找布
列松》 夺得“冠军奖”，将代表中
国赛区逐鹿法国昂西国际动画电影
节最高奖项；《蒸汽世界》《板桥三
娘 子》《山 鬼》《午 后 三 时 见》

《了》《缝隙中的人》《来我心里看
天堂》《Just Plain Love》 等 8 部
动画电影荣获“扶持奖”；中国美
院讲师李佳佳还凭 《午后三时见》
荣获特别奖。

法国昂西国际动画节中国赛区闭幕

该电影盛事将永久落户宁波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昨天，
宁波首届电子竞技高峰论坛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电竞大咖齐
聚一堂，围绕游戏电竞产业的发
展趋势发表意见建议。

据了解，电子竞技产业是文
化体育产业中的“黑马”，被国家
体育总局列为第 78项体育运动。
2016年9月，教育部发布的《普通
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
业目录》中，增补了“电子竞技运

动与管理”专业。近年来，全国电竞
产业市场规模、用户数量、竞技水平
发展迅速。会上，杭州电魂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总监荆宇航、竞牛科技
CEO 周浩、双飞燕销售总监罗长
斌、LLG 英雄联盟女子职业俱乐部
CEO金浩洋、武汉攀升兄弟市场总
监沈小青、上海圣剑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温志城等发表了
主旨演讲。嘉宾们探讨了电子竞技
行业存在的问题、发展的方向和面

临的机遇。
嘉宾们认为，电竞产业是朝阳

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能有效带动文
化体育产业的消费。在政策支持、社
会认同、资本青睐的大环境下电竞
行业将迎来了爆发性增长，正逐渐
形成以电竞赛事为中心，涵盖内容
授权、生产、制作、传播以及衍生产
品的上下游结构，同时催生出软件
开发、技术支持、赛事演艺、直播平
台等丰富的业态。

首届电子竞技高峰论坛昨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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