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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家峙，与沈家门隔海相望。
从沈家门南望，对岸的灯塔，是

鲁家峙最鲜明的标志。
登上灯塔回眺，繁忙如织的沈

家门渔港，尽收眼底。
十几年来，鲁家峙从原生态的

小渔村一步步成为普陀城区开发建
设的重要前沿阵地。鲁家峙岛的开
发，一步一个脚印，走得无比坚实。

原本，沈家门是鲁家峙的风景，
如今，灯塔所在的鲁家峙，已然成了
沈家门的风景，正散发着属于自己
的熠熠光辉。

上周，本报联合舟山日报推出
的“福利房”活动见报后，一大批市
民纷纷来电咨询。本周六，第一季看
房团将启程，第二季活动继续报名
中。

“第三通道”开建在即
交通便利逐步升级

作为打造沈家门鲁家峙“一港
两岸”的重要工程，今年正月初五，
鲁家峙至东港公路项目的水上地质
勘探工作打下了“新年第一钻”。

目前，各项前期工作正在紧张
开展中，工程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
启动建设。届时，连接舟山本岛与普
陀鲁家峙岛的，除了鲁家峙大桥和
人行海底隧道外，又多了第三通道
——浙江省首条海底通车隧道。

该项目建成后，对于缓解鲁家
峙大桥与东海路交通拥堵，完善和
补充鲁家峙至半升洞非机动车出行
路网，加快沈家门渔港特色小镇建
设，带动鲁家峙开发，打造沈家门鲁
家峙“一港两岸”整体景观，具有积
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从鲁家峙大桥开通到沈家门港
海底隧道通行，从我市首座连拱隧
道鲁家峙肚脐山隧道主体工程开

建，到岛内交通要道鲁滨路、鲁滨南
路、鲁北路的拓展和延伸，鲁家峙全
岛交通组织规划、全岛绿道网规划、
市政综合管线规划接连提上日程，
再到海底通车隧道的建设可期，鲁
家峙的交通正在一步步升级。

配套设施日益完善
宜居基础正在夯实

鲁家峙岛中心区域，鲁川路与
鲁中路的交叉口，鲁家峙市场正在
如火如荼地建设中。看着渐渐呈现
的市场雏形，住在景海铭园小区的
叶赛男很是开心，“市场就在我们小
区南侧，以后买菜买东西更方便
了”。

据了解，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
1.1 万平方米，地上总建筑面积约
1.32 万平方米，将以农贸市场为核
心，设置商业市场服务周边居民，形
成综合市场的商业模式，预计今年
竣工。

在鲁家峙，有一所历史悠久的
学校，创办于1937年，目前有班级6
个，在校学生 200人左右，是沈家门
小学的分部。很快，新的鲁家峙小学
将建成招生，满足岛上居民对基础
教育的需求。

新的学校在旧址上扩建，东南
侧为山体，西侧为东二街，北侧为希
望路，东二街往北与鲁家峙北路相
连直通鲁家峙大桥，希望路往北直
达连接沈家门城区的海底隧道。学
校预计 2018年 9月招生，共计 36个
班，将改善和解决 1620名适龄儿童
的入学问题。

银亿吹响购房集结号
五重大礼限时优惠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福利

房”活动在舟山鲁家峙火爆进行，
品牌房企银亿旗下的璞园、海悦庭
两大品质楼盘春季感恩，五重大礼
回馈消费者，成交还有机会赢取
3000 元现金红包。读者可通过电
话、现场参与报名。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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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
主力户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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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亿璞园分为南北二区，北
区一共 712户，主要以多层、小高
层、洋房、合院组成，占地 7万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
南区由 22 幢洋房、15 幢多层和 5
幢 小 高 层 组 成 ， 总 共 规 划 1032
户，占地约 10 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容积率仅为
1.0， 绿 化 率 30% ， 建 筑 密 度
29.2%。

银亿璞园 89 平方米即可做三
房 ， 还 赠 送 拓 展 面 积 18 个 平 方
米，这样算起来，得房率已经超过
100%。将来新建商品房基本不可
能再赠送拓展面积。璞园 89 平方
米多层公摊面积小于14%，而且加
上拓展面积 18 平方米左右，实际
使用面积较多。 （王颖）

看鲁家峙的完美蜕变

本报“福利房”第一季本周六启程

本周，宁波土地市场迎来高
峰，高新区、东钱湖、江北区四
宗宅地陆续出让。

这四幅地分别是位于东钱湖
风景区东钱湖 13-13-1#地块 、
东钱湖 13-13-2#地块；高新区
GX03-01-07 地块；江北区洪塘
海德花苑北侧地块。其中东钱湖
与高新区的地块起拍价均超过
8000 元/平方米，而江北区的地
块将以起拍价 4008 元/平方米出
让。

这周的土拍市场可谓看点十
足。

首先是限购政策之后的中心
城区集中土拍表现如何将会影响
未来宁波楼市走向。

宁 波 限 购 政 策 已 经 执 行 满
周，效果正在逐步体现。根据宁
波市透明售房网数据显示，上周
的商品房成交 1303套，环比下降
25% 。 成 交 均 价 16438 元/平 方
米，环比下降22%。

这周土拍也是一次限购政策
的试金石，土拍市场与楼市相辅
相成，也是推动楼市上涨的内
因。之前，在全国楼市爆发期
中，宁波土拍市场屡创新高，很
多区域出现了面粉价格接近面包
甚至超过面包的情况，导致这些
区域在土拍之后，房价也水涨船
高。

限 购 之 后 ， 市 场 有 了 指 向
性，其中东钱湖与江北洪塘的 3
幅地块处于限购范围外，而高新

区一幅地则属于限购范围内，市
场究竟表现如何？可谓是最大的
看点。

其次是一周四幅宅地入市，
也是今年老三区首次宅地连拍。

年初，镇海连续创造土拍新
高，庄市地块 9220 元/平方米的
区域新高让整个宁波楼市为之一
震。然而之后的土拍市场出现了
空窗期，尤其是老三区除了鄞州
区的一幅人才公寓地块出让，没
有任何宅地入市。

本周，低调数月的老三区土
市终于发力，一连 3 天推出四宗
优质宅地。其中，鄞州区三地块
总起价竟超 30亿元，起始价均超
过8000元/平方米，无疑成5月土
地市场最大谈资。

最后是开发商与购房者对整
体楼市的心理预期，也将从这几
幅宅地的出让情况得以体现。

在之前的土地推介会上，东
钱湖地块吸引了 40 余家开发商，
而高新区地块也有 20余家开发商
表示出了兴趣。

根据之前市场的普遍心理预
期，这几幅地都会有较高的溢价
率。无论是前期的镇海庄市地
块，还是刚刚拍好的奉化原毛纺
厂地块，价格都拍出了新高。然
而，随着调控的不断深入，开发
商是否调整心理价位，地块是否
会设定最高价格？这些都是有可
能出现的。毕竟地价回归理性是
市场的愿望。 （沈金磊）

限购后迎来土拍高峰
四幅宅地看点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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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冯瑄 通讯员
王璐） 昨天市环保局通报今年一
季度全市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
面水质考核情况，10 个列入考核
范围的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
中，5 个断面水质不达标，其中
有 3 个断面水质是劣Ⅴ类水，涉
及鄞州、海曙和镇海。

监测结果显示，今年1-3月全市

10个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
总体评价情况为：Ⅱ类断面1个、Ⅲ类
4个、Ⅳ类1个、Ⅴ类1个，劣Ⅴ类3个。

“不达标断面的水质多为氨
氮、总磷超标。”市环保局总量处相
关负责人说，5个水质不达标的跨
行政区域河流交接分别为慈溪石
堰断面、鄞州潘火断面和五乡断
面、海曙石碶断面、镇海清水浦断
面。“它主要反映水质的改善程度，
与现状水质的优劣不能直接挂钩。
此外，治水是个长期系统工程，今
年以来开启的剿灭劣Ⅴ类水行动
成效还未显现出来。”

市治水办相关负责人分析，上
述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
不达标的原因包括生活污水乱排、
农业面源污染和城市地表径流等，
其中农业面源污染是主要原因。

如何对这些污染断面进行治
理呢？该负责人表示，水质污染
物分为外源污染物和内源污染
物，外源污染物需要从截污纳
管、工业污染治理、畜禽养殖整
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方面着
手，内源污染物则需要通过河道
疏浚、生态修复以及清水环通等
方式进行整治。

监测结果还显示，与去年同
比，高锰酸盐指数指标余姚、慈溪
有所下降，镇海持平，其他地区呈
上升趋势；氨氮指标慈溪、宁海、象
山有所下降，北仑基本持平，其他
地区呈上升趋势；总磷指标除宁
海、海曙外，基本呈下降趋势。

据悉，全市 10个跨行政区域
河流交接断面水质保护管理考核
涉及全市 9个区县 （市）。今年前
3 个月的考核结果为：慈溪市、
余姚市、宁海县、象山县、奉化
区、北仑区为良好，镇海区、海
曙区、鄞州区为不合格。

10个跨区域河流交接断面一半不达标
3个断面为劣Ⅴ类水，农业面源污染是主因

本报讯 （王岚 路敏艺 王
艺燃） 江北区裘市村靠近城区，
村里既有工业又有农业，整村环
境较为复杂。今年以来，江北区

“三改一拆”办将穿村而过的裘市
大河劣Ⅴ类水体剿灭工作与“基
本无违建区”创建相结合，在裘
市村启动河道全流域整治，至今
已拆违超过 4 万平方米，河道水
质明显提升。

昨天上午，笔者跟随拆违人员

从裘市村骨干道路进入旁边支路
后，来到一个村民集中居住点。村子
里密密麻麻全是自建房，巷道窄的
仅一两米宽。当天的强制拆违行动
在一条宽约 3米、水体浑浊不堪的
农业排水沟边，多间沿沟而建的平
屋被强制拆除。“这些是村民在自留
地上私自建起的房屋，长期对外出
租，产生的生活污水直排农业排水
沟，最后汇至裘市大河，造成河道严
重污染。”洪塘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

晓东说，此次集中强拆行动计划拆
除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

据介绍，裘市大河是条区级
河道，全长约4.4公里，河面平均
宽度约 18米。其中裘市大河裘市
村段，沿岸企业及违法搭建多，
生产和生活污水等直排入河，水
质难以提升。

裘市大河剿劣工作的首要任
务就是要通过沿河拆违，消除岸
上的污染源。为快速推进拆违工

作，洪塘街道探索建立了综合执
法机制，从 3 月起，江北区市场
监管、环保、安监、公安、综合
行政执法、消防、农水、国土等
八个部门联合启动整治工作，目
前已开展12次集中拆违。

同时，江北区经信局牵头，会
同区市场监管局、区环保局、区安
监局等部门对裘市大河沿线“低小
散”企业进行联合检查，淘汰“低小
散”企业，挤压低端用工。截至目
前，裘市大河沿河累计拆除违建中
涉及“低小散”、“十小”行业违建
1.2万平方米，全面淘汰沿河“低小
散”“十小”近60家。

据悉，江北洪塘河道综合整
治项目是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
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河道治污到流域治理

江北拆违试点“整村”综合整治

本报讯 （通讯员陈军杰 记
者王佳） 近日，宁海县长街镇青
珠村来了一群热心的志愿者，提供
的公益服务让留守在村里的困难
群众倍感温暖。这是该县 81890便
民俱乐部以空巢老人、残疾人、困
难职工等弱势群体为重点，组织志
愿者提供便民服务的一种形式。

今年，宁海县全面启动社会
组织参与“公益创投”项目服务
活动，项目以“扶老、助残、救
孤、济困”等为服务宗旨。日
前，该县 12个公益项目经层层选
拔，脱颖而出，将获得“公益创
投”资金帮扶。作为 12个公益项
目之一的宁海县 81890 便民俱乐

部关爱留守困难人群服务项目，
将获得 3 万元“公益创投”孵化
资金的资助。

近年来，宁海县对一些居民需
求强烈、市场供给不足、可由社会
组织承担的服务内容和项目，加大
政府专项资金扶持力度，通过采取

“政府扶持、非营利组织运作、社会
参与”帮扶的形式，着力培育和发
展一批慈善公益性社会组织，同
时，积极引导和撬动民间资本介
入，形成“公益创投”资金池，加大
公共服务供给力度。

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投入近
260万元“公益创投”资金，扶持发
展60余个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

宁海“公益创投”
扶持发展60余个项目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徐剑军） 昨天，宁波市职教中
心学校14级制冷3+2 班成立了一
个“同青春”的寒窗基金，用
于帮助该专业的寒门学子。该
班团支书赵智伟说，大家把这
个基金作为送给母校的一份毕
业礼物。

该基金目前总共有 16400 元
钱，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原计划
用于毕业聚餐的 3 年班费结余，
二是班级同学打工所得，三是班

主任老师掏钱添补上的。
该班总共 25人，多数为外来

务工人员子弟。他们坚持积小善
成大德，高一时向宁波一外来人
员 子 弟 学 校 捐 赠 20 多 个 书 包 ，
高二时资助了贫困小学生。这次
成立寒窗基金，同学们相约今后
根据自己的能力，不断充实资
金，让它温暖更多的学弟学妹。

据悉，这种以班级名义成立
寒窗基金的做法并不多见。这一
举动也得到了校方的大力支持。

省下聚餐费用 捐出打工所得

市职教中心学校一毕业班
成立寒窗基金

高新区实验学校“跳蚤书市”日
前热闹开场。操场上，学生们将图书
分门别类摆放好，还制作了图文并
茂的宣传海报，吸引了众多师生驻

足赏读、砍价购书。“跳蚤书市”是该
校第七届读书节系列活动中的一项
内容。图为一名孩子淘到了心爱的
图书。 （蓝海燕 陈飞 摄）

“跳蚤书市”

“参与一次剿灭劣 V 类水活动
积 1分，贡献治水金点子被相关部
门 录 用 并 推 广 积 10 分 ……” 昨
日，记者从招宝山街道团工委获
悉，该街道首次在青年志愿者中试
点推出志愿服务积分卡，开设治水
积分制，按照“河小二”在辖区内
参与剿劣的次数、成效等进行分类
积分，扎实开展“河小二”助力剿
劣活动。 （崔引 石承承 摄）

“河小二”
赚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