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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快到了，对孩子来说，这是
扩宽眼界、增长见识的最佳学习时
期，游学无疑是当下时尚、有效的一
种实践方式。但在良莠不齐的市场
里，选择一个合适的游学营尤为重
要。不是让孩子单纯玩玩乐乐，而是

“游”“学”相结合，增强国际化视野，
提高个人自信心，遇见最棒的自己，
收获更多的知识。由宁波新加坡科
文教育推出的新加坡科文学院六日
游学营或许就是一个上佳选择，可
以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学习，学习中
成长。

那么，此次游学营行程有哪些
特色？一起来看看。

亮点一：
探寻新加坡历史、城市文化

据了解，新加坡科文学院成立
于 1987年，由新加坡原公积金局副
局长蔡仪先生和夫人共同创立，并
于 2016年成立了宁波分校。宁波分
校已开设新加坡政府学校预备班
AEIS 课程，新加坡 O-LEVEL、A-
LEVEL、SM1等课程。

游学营上，将带领孩子们了解
新加坡文化，由感官带动思维，注重
观察和历史讲解，充分让学生了解
新加坡的历史与现代文明的传承，
体味新加坡独特的多元文化。

一路上，将游览鱼尾狮公园、滨

海艺术中心、莱佛士登岸遗址、林谋
盛民族英雄纪念碑、伊丽莎白径，途
经国会大厦、市政厅、维多利亚剧
院、百年吊桥等地方的一路美景。

亮点二：
新加坡科文学院老师授课

游学中，将参观新加坡科文学
校并由新加坡老师授课。首先，科文
学院校长致欢迎词，由科文学院老
师介绍新加坡教育体系，与国际学
生进行文化交流，感受新加坡学生
是如何生活学习的。在学校安排英

文课程及活动，主题为趣味科学及
护照英语。之后，由新加坡老师带领
前往新加坡知名大学（新加坡国立
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等）。

据了解，上午参加夏令营的学生
将在新加坡科文学院上课。以《绿化》

《城市公园》为主题，为他们介绍新加
坡在城市建设和绿化方面的成功经
验，以多媒体方式授课，采用全英文
授课，对学生的英文听、说、读、写的
整体水平进行提升。最后，由校长为
学生颁发参加夏令营的活动证书。

下午则参观知新馆，新加坡退
役军官带领学生近距离观看新加坡

武装部队训练，体验最新的高科技
武器。之后前往动物园参观，与新加
坡的动物亲密接触。

亮点三：
游玩环球影城

据了解，新加坡环球影城坐落
于全球投资额较高、内容丰富的顶
级家庭旅游目的地圣淘沙名胜世界
之内，大部分景点为世界级的首创
亮点或是特地为新加坡量身定造
的，堪称环球影城的又一鸿篇巨制。
环球影城 24 个景点和云霄飞车等
项目中，有 18 个专为新加坡设计，
全球独有的游乐项目，包括科幻影
集太空堡垒(BattlestarGalactica)为蓝
本，高度达42.5米的双轨云霄飞车；
以及拥有 3500个观众席、全球最多
座位的未来水世界剧场等。（王颖）

适合人群：学生年龄 10—18 岁
（学生15人成团）

行程时间：
7月8日（周六）—7月13日（周四）
7月22日（周六）—7月27日（周四）
行程费用：11800 元/人（包含：

往返机票、签证、五晚双标间、新加
坡车导、领队、餐饮、课程费、景点门
票）；团报优惠：两人团报，立减 500
元/人；三人团报，立减800元/人。

报名热线：15168582261

体验中学习，学习中成长

新加坡游学营让孩子遇见最棒的自己

新加坡科文学院的老师在为学生授课。 （小欣 摄）

领略鲁家峙风景

此次看房团行程第一站是游
览鲁家峙。面积约 3.8 平方公里
的鲁家峙，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东邻著名朱家尖景区，南面桃花
岛等普陀区附属旅游岛屿，与沈
家门仅一桥之隔，是沈家门渔港
小镇建设的重要部分，以国际生
态宜居岛为核心，成为旅游“金
三角”的“总后勤部”。

据了解，沈家门渔港小镇以
渔业旅游资源开发和海产品贸易
及海洋饮食文化为特色，将以港
产城融合、山海城交融的姿态，
变身为具有海洋属性的“世界渔
港，东方之都”。而鲁家峙就被
囊括其中。

在沈家门渔港小镇的规划
中，鲁家峙承担了时尚创意区的
角色，欲将自己塑造成为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渔港特色文化创意
岛。它拼接起了全景普陀有机画
面，成为普陀发展不可分割的部
分。

而我们要参观的普陀海洋文
化创意产业园，就位于鲁家峙岛
的东北部，是“沈家门渔港特色小
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全景普陀”项目的重要景观，是
打造沈家门渔港“一港两岸”，重
塑十里渔港繁华景象的主要区
块。

鱼拓文化在我国起源早。目

前，我国的鱼拓制作水平可与日本
和韩国鱼拓艺术家的作品相媲美。
同时，我国的鱼拓作品吸收了中国
诗、书、画 （拓印相关景物） 的元
素及构图方法，不仅具观赏性和文
化内涵，还具有东方艺术的韵味。

在普陀文化创意园区体验鱼拓
画 （价值 600 元），创作完成可带
回家。

银亿吹响购房集结号

本次“福利房”活动首批报名
截止4月30日，品牌房企银亿旗下
的璞园、海悦庭两大品质楼盘专场
感恩回馈。读者可通过电话、现场
参与报名，享活动独家优惠。

“福利房”活动，是 《宁波日
报》联合《舟山日报》发起的品牌
活动。此次本报选择与中国百强房
企，素以品质、服务与口碑著称的
银亿房产联手，推出“福利房”活
动，回馈广大读者。

璞园和海悦庭是银亿布局舟
山的两大人居力作，此次活动推
出的产品类型非常丰富，最低 73
万元可入住，还有成品装修房源
在售。多层主力户型面积为 78㎡-
118㎡，小高层和高层主力户型面
积 78㎡-140㎡，另有 230㎡、270
㎡现房合院在售。

关注和看好舟山鲁家峙区位价
值的读者，切莫错过良机。活动报
名正火热进行，读者可通过电话、
现场参与报名。 （王 颖）

本报联合舟山日报推出——

邀您吹海风品海鲜看楼盘

报名热线：87682193 15168582261
报名地址：

鄞州区宁东路901号（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一楼）

报名费用：40元/人（品尝舟山美味海鲜）
第一批报名截止日期：4月30日

1.招标条件
本项目宁波海洋研究院项目以甬发改审批【2016】14号批准建设，

建设单位为宁波海洋研究院项目建设指挥部，项目业主为宁波海洋研
究院。现对该项目的电梯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建设地址：位于宁波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宁波大学梅山海洋科教园内。
规模：客梯9台，货梯4台，餐梯1台。
招标控制价：人民币510.6057万元；
设备交货期：接招标人通知2个月内，按要求分批交货，具体时间

配合总包进度。
安装工期：按照招标人要求，每批次 2 个月内安装完毕且配合总

包进度。
招标范围：项目所需电梯设备供货及安装、调试、验收、保修。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1投标人须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
3.1.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有：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为投标产品（除餐梯外）的制造商或代理
商（代理商参加投标的必须有制造商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书）；

（2）投标产品（除餐梯外）的制造商必须具有国家质量监督部门颁
发的特种设备（电梯）C级及以上等级的制造许可证证书；

（3）投标人具有国家质量监督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电梯）产品的
C级及以上等级的安装维修许可证（除餐梯外）。

（4）除餐梯允许不同品牌外购外，其他电梯必须为同一品牌。
3.2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牵头人必须是电梯制造商或

代理商，联合单位仅限电梯安装单位。
4.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年 4月 24日到 2017年 5月 15日 16:

00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招标文件。
5.投标保证金
金额：人民币10万元；
形式①：银行电汇或转账支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
收款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工程建设）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虚拟子账号：350670091665
形式②：保险保单；
形式③：投标保证金银行保函
6.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5月17

日9时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7.招标公告的发布
媒介：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中国宁波网和

宁波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世纪大道北段555号温州银行大厦19楼1916室
联系人：胡孙杰、徐情情
电话：0574-87312175
具体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关本项目的招标公告

宁波海洋研究院项目电梯设备采购及相关服务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地点：宁波市
2.2招标范围：（1）宁波市轨道交通 4号线工程人防防护设备

的安装、调试、验收；（2）宁波市轨道交通 4号线工程人防工程穿
墙预留孔洞封堵；（3）宁波市轨道交通4号线轨行区隔断门（防淹
门）门槛、排水沟闸板、定位支座钢筋砼施工、预留孔洞封堵等内
容。以上范围的施工全过程监理与缺陷责任期和保修期相关服
务，具体详见招标文件《监理任务、范围和内容》。

2.3计划施工时段和监理服务期限：
（1）施工计划工期：42个月（2017年6月至2020年12月）。
（2）监理服务期限：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工程缺陷责任期

满（缺陷责任期为2年，从4号线工程试运营之日起算）。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投标人资质要求：

（1）本次招标要求须具有下列条件之一：
①具有人防主管部门核发的人防工程建设监理资质证书，

资质等级为丙级及以上；
②具有人防主管部门核发的人防工程监理行政许可资质，

资质等级为丙级及以上。

（2）企业登记所在地在浙江省外的单位须经浙江省人防主管部
门进行资质认证登记并在浙江省人防办门户网站公示，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7 年 4 月 24 日到 2017 年 5 月 16

日16时00分前（以付款成功时间为准）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http://www.bidding.gov.cn）下载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17年5

月 19日 9时 30分，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开标室（宁
波市江东区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 4 楼），具体受理场所安
排详见大厅指示屏。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和宁波日报上

同时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人：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邱隘民营工业区横港路79号
联系人：蒋工、张工

宁波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人防防护设备安装及预留孔洞封堵监理招标公告

五一自驾

“五一”小长假，适合出游探访

浙江之十大古镇前童，白
墙黛瓦中，顺八卦水系忆旧浙东民
风民俗。

因旧城区改建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 《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号）、《浙江
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 219
号） 等有关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市供销社区块
旧 城 区 改 建 项 目 房 屋 征 收 决 定 （北 区 政 房 征 决

〔2017〕 第02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为东至一汽市场、西至人民路、南

至大庆北路、北至环城北路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
屋，具体门牌为：宁波市供销合作社 （环城北路东段
38 号、人民路 368 号-1、人民路 368 号-2、大庆北路
64 弄 1 号、大庆北路 64 弄 2 号、大庆北路 64 弄 4 号、
大庆北路 64弄 6号、大庆北路 64弄 7号、大庆北路 64
弄10号、大庆北路64弄13号、）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大庆北路 564 弄 29 号、大庆北路 564 弄 30-31
号），浙江汉正投资有限公司 （大庆北路64弄505号仓
库） ,开发区方圆纸业有限公司 （大庆北路 564 弄 6-1
号） ,宁波糖业烟酒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
491 号、大庆北路 564 弄 28 号） ,宁波市北仑区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 （大庆北路 564弄 8号、大庆北路 564弄 32
号、大庆北路64弄） ,宁波市镇海区供销合作社 （大庆
北路 64 弄） ,宁波富邦物流有限公司 （江北区人民路
720 号） ,宁波针织纺织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区大
庆北路 564 弄 36 号 （原 5 号） ,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北路
564 弄 17 号，宁波市江北区大庆北路 564 弄 10 号，宁
波市江北区大庆北路 564 弄 20 号 （原 7 号）） ,宁波市

二号桥市场有限公司 （人民路 368 号），江北城市管理局
（大庆北路564弄3号），宁波海达汽车有限公司 （江北区大
庆北路 548号部分），宁波市江北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原水
泥厂地块） 等 （如有出入，以区人民政府公布的征收范围
图为准），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8.3 万平方米，总征收户
数非住宅46家。

上述范围内的被征收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江北区房屋征收办公室，房屋征

收实施单位为白沙街道拆迁办公室。
三、本项目设定的签约期限为 90日 （在规定期限内签

约率有 80%以上后可视情况再给予一定的续签期），搬迁期
限为签约期限结束之日起120日。具体起止日期由房屋征收
部门在征收范围内另行公布。

四、本公告期限为1日，市供销社区块旧城区改建项目
房屋征收决定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生效。

五、关于市供销社区块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
方案可见征收项目现场公告，也可见江北区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nbjiangbei.gov.cn/或江北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网
站：http://zdcqb.nbjb.gov.cn/。

被征收人对本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公
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自征收决定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2017年4月24日

江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为确保解放南路综合整治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
规定，决定自2017年4月29日至2017年7月19日，全天
禁止一切车辆及行人在县前街（解放北路-厂堂街）通
行，受限车辆及行人可通过中山东路、苍水街绕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

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缓速通
行，确保安全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海曙区城市管理局

2017年4月24日

关于县前街道路施工全封闭交通管制的公告
2017年第25号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人居生活为很多人向往。
其实不用远赴海南，在海岛城市舟山置业就可以享受到这样
的生活。近日，本报联合舟山日报推出“福利房”活动，邀
您舟山一日游，一边品尝当地舌尖上的海鲜美食，一边参观
特色楼盘银亿璞园。

杜鹃花被称为“花中西施”，
很多山上都有杜鹃，漫山遍野，灿
若云霞。绿叶衬红花，远远看去就
像彩蝶飞舞，美不胜收。下面一起
跟随小编的脚步，探访这里的绝美
杜鹃。

湖州吴兴驾云山杜鹃
坐落在吴兴区埭溪镇联山村的

驾云山生态休闲园里有大片的野生
杜鹃。长达两公里的野生杜鹃花
海，颜色各异，红、紫、粉叠加交

错成花海。休闲园里杜鹃花的盛开
期至四月中旬，现在去还能参加驾
云山庄举办的杜鹃花节。

除了赏花，生态休闲园的群山
之中还有座小型水库，运气好的游
客还可以在水库里看到娃娃鱼。

台州天台华顶云锦杜鹃
人间四月芳菲尽，华顶杜鹃始

盛开。华顶山是天台山的主峰，海
拔 1098 米，四周群山拱秀，峰岗
重叠，云雾终年在峭崖洞间缭绕，

和绚丽多彩的花丛构成了华顶峰上
特有的云中花景。

这里的云锦杜鹃不与它山同一
色，树高四五米，甚至八九米，枝
干有碗口粗细，“苍干如松柏，花
姿 若 牡 丹 ”， 平 均 树 龄 约 有 200
年 ， 最 老 在 1000 年 以 上 ， 堪 称

“华夏一绝”。
松阳箬寮猴头杜鹃
位于箬寮原始林景区内的高山

猴头杜鹃林，景区内不仅有保存完

好的原始森林，更有享“十里花
海”之美誉的千亩猴头杜鹃花。相
比普通杜鹃，猴头杜鹃树干粗大，
花大色艳，非常大气。其枝干如蟠
龙，造型奇特优美。除了赏花，你
还可以去附近农家乐挖笋、捕鱼甚
至体验耕作。

遂昌高坪乡桃源尖
桃源尖海拔 1438 米，从海拔

1200 米开始就可以看到漫山遍野
的杜鹃花了，而到了 1300 米以上，
更是一片花的海洋，连绵 10多公里
尽是杜鹃。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红
杜鹃，还可以看到粉、紫、白、黄
等多种色彩的杜鹃。 （奕奕）

这里的杜鹃花正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