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北仑分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以下地块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北仑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甬土资告[2017]06008号）

序号

1

2

3

4

地块名称

北仑灵江路东、泰山路南1#地块

北仑灵江路东、泰山路南5#地块

大碶富春江路西、规划道路北地块

春晓83#工业地块

坐落位置

北仑灵江路东、泰山路南

北仑灵江路东、泰山路南

大碶富春江路西、规划道路北

春晓工业园区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二类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二类工业（金属制品业）

用地面积
（平方米）

7441

13850

17326

13234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5且≤3.3

≥1.5且≤2.5

≥1.2且≤2.0

≥0.8且≤2.0

绿地率（%）

≥20%

≥20%

≤20%

≤20%

建筑密度
（%）

≤32%

≤32%

≥30%

30%-55%

建筑高度
(米)

/

/

/

/

出让
年限
（年）

40

40

50

50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

/

≥4050

≥3900

保证金
（万元）

600

800

700

500

起始价
（元/平方米）

1090（楼面地价）

1090（楼面地价）

750

630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序号1-2地块：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的法人企业均可申请参加，但法律法规对申请
人另有限制的除外。

序号3-4地块：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生产性法人
企业均可申请参加。但申请人投资产业须符合我区产
业政策，在报名申请前经区发改部门审核通过后，在报
名时一并提供。

详细资料和具体条件见挂牌出让文件和控制文

本，并以其为准。
三、出让文件购买及资格申请：竞买手续按出让文

件规定办理，请于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20日上
午 8：30—11：00，下午 2：00—5：00（工作时间）到宁波市
国土资源局北仑分局土地利用科（北仑区四明山路 700
号行政中心太河商务楼8楼821室）购买挂牌出让文件，
提交书面申请资料，确认竞买资格并发出竞买通知书。
联系电话：0574-86782468

四、报名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申请人在提交竞
买资格书面申请，经初步审核后，应到出让文件指定的
地点缴纳竞买保证金，报名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截
止时间为2017年9月20日15：00时前。

五、挂牌竞价及现场竞价：申请人可于 2017年 9月
12日至2017年9月22日上午8：30—11：00，下午2：00—
5：00（工作时间）到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北仑分局土地利
用科（北仑区四明山路 700号行政中心太河商务楼 8楼

821室）参加挂牌竞价。在挂牌竞价截止时（2017年 9月
22 日上午 10：00），若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已报价的竞
买人要求继续报价，进入现场竞价程序，现场竞价时间
2017年9月22日上午10：00始(地点:宁波市北仑区招投
标中心)。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北仑分局
2017年8月22日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宁波市集士港中一片 CX06-01-06b 地块（桃花源郡）项
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以公开招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欢
迎合格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1、招标单位：宁波康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宁波市集士港中一片 CX06-01-06b 地块（桃

花源郡）
类型：住宅；
总 建 筑 面 积 ：154946.77 平 方 米（其 中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46899.82平方米）；
位置：项目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东至广蔺路，南

至春华路（现状约为37m），西至碧莲路，北至日葵路。
3、投标对象：取得物业管理三级（含暂三级）及以上资质

证书的物业服务企业；项目经理大专及以上学历，物业项目经
理具有5年以上管理经验。

4、报名日期：投标申请人请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上午 8：
30－10：30，携以下资料到集士港镇菖蒲路“集士港社会服务
管理中心一楼公共资源交易窗口”报名（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1）投标申请书；

（2）物业管理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和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

（3）企业概况；
（4）拟派出的项目负责人简历、学历、信用证明、社保证

明、行业主管部门开具的业绩证明等材料原件，目前尚任已中
标项目前期阶段项目经理的，不得再拟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

（5）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的，需提交授权委托书及授权
委托人社保证明；

（6）投标承诺书；
（7）本市行政区域外的物业企业参加报名时需提交《外地

物业服务企业进甬登记备案表》；
（8）获招标人推荐的需提交招标人出具的推荐书原件；
（9）经现场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单位提交壹万元投标保

证金至集仕港镇资源交易站账户，并于 11:30 前将银行存款
回执交至报名点。所有复印件材料加盖企业公章，原件备
查。

若投标单位超过 5家，则由公证人员监督、招标单位抽签
决定不多于5家物业服务企业竞标。

5、联系人：求华勇
联系电话：0574-87152663 13373882975

宁波市集士港中一片CX06-01-06b地块（桃花源郡）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招标公告
小隐于野，大隐于市。城市繁华的深处，触碰心

中的一抹宁静总是能让人驻留。在风月无边的偃月街
中即将迎来一个新伙伴，那就是中国民生银行宁波私
银中心。他将要和月湖十景长廊、拱北厅一同见证月
湖时光。

三江相汇，扬甬城之风；海纳百富，居大雅之
堂;长青基业，鉴行业翘楚。8 月 23 日，民生银行宁
波私银中心即将开业，这也是宁波银行业率先入驻海
曙月湖金汇小镇的私银中心。

海曙月湖金汇小镇东临月湖，西靠北斗河，北起
中山西路，南至共青路与长春路交汇处，柳汀街从中
间东西穿过，包含月湖西区(月湖历史街区)和月湖景
区，占地约 3.5 平方公里，核心区域占 1 平方公里，
是着眼于服务宁波及长三角地区实体经济的高端金融
集聚中心。

中国民生银行作为国内首批家族财富管理业务的
推进者，自 2012 年先后推出家族基金、海外资产配
置、全权委托投资等高端业务，建立起高净值客户服
务提升体系，以专业的投资顾问团队深耕客群管理，
践行资产配置理念，提升了私人银行业务核心竞争

力。民生银行宁波分行作为一级分行，积极贯彻总行
战略，始终秉持“为民而生、与民共生”的使命，着
力于服务创新，致力于为客户带来宾至如归的极致体
验。

该私银中心入驻月湖金汇小镇，是民生银行宁波
分行即将重磅推出的一张新的金融时代名片。该私银
中心秉承 “汇三江、纳百富、传基业”的品牌服务
理念，着力建设一个功能完善、适应高净值客户个
人、家族财富管理需求的私人银行服务平台和科技系
统，整合总分行资源、适应财富管理趋势，做好私人
银行专属产品和高品质服务体系建设。

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古朴风雅的
建筑风格与充满现代气息的金融业将在此融合共生，
江南水乡的秀洲芳汀经千年滋养，养就甬商本土商业
巨子，民生银行宁波私银中心又将谱写出怎样一曲煌
煌金融佳话。

据悉，本次宁波私银中心开业活动将巧妙融合
《诗经》 中的风、雅、颂的文化古韵，来宾将在白墙
乌檐内尽享“甬城之风、大雅丽人、来宾之颂”之醇
美，究竟何其美也，敬请拭目以待。

大隐隐于市——
藏在古宅里的高端私银中心

宁波江北云彩文化用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MA281L035M
法定代表人：石志强
住所：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8号2幢1楼
我局于 2017年 1月 19日向你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甬北环罚字〔2017〕第 3号），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既未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仅履行本机关作出的停止生产这一

项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
我局依法向你公司进行催告，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
内履行下列义务：

处以罚款肆万元及自 2017年 2月 6日起每日按罚款数额 3%的
加处罚款。

你公司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日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
期未提出陈述、申辩要求的，则视为放弃。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我
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我局地址：宁波市云飞路369号
邮政编码：315032 联系电话：87225138

宁波市环境保护局
2017年8月22日

宁波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
甬北环罚催字 〔2017〕 第4号

A7 NINGBO DAILY经济新闻//广告
2017年8月2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曹爱方

聚焦“一带一路”先行者

本报记者 单玉紫枫
海曙记者站 张黎升 王超

近日，中非全供应链综合服务
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北京丝路易
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宁波（国
际）电子商务产业园。这意味着，今
后我市出口货物可直达丝绸之路末
梢的非洲市场。

“去年，宁波与非洲贸易额为

38.29亿美元，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
4%。”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比
重虽略有下降，但要看到宁波与非
洲在产业结构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存
在的互补性。多年来，劳动密集型产
品一直是非洲进口的主要产品。因
此，非洲市场无疑是中小微企业最
佳的出口市场之一。

利用跨境电商平台，使商品通
过扁平化链条快速进入非洲，迎合
当地市场需求，已经成为很多中小
微企业的选择。但由于新兴市场存
在信用缺失、货品安全、资金安全、
货运周期等诸多不确定因素，让不
少中小微企业踯躅不前。

“做生意安全最重要。”宁波艾
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昌雷
说，艾可公司是刚入驻“丝路易达”

的 VIP 会员，第一批 10 万元的货物
在“丝路易达”平台上两个月就卖完
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平台的代理销
售模式使得企业获得了更高的利
润。

“通过线上 VIP交易系统、易非
网和易非物流，线下贸易服务保障
系统‘丝路驿站’，配套海外金融服
务中心，‘丝路易达’已形成‘供应
链+互联网’的中非贸易一站式服
务体系。”北京丝路易达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华东区总经理干郑瑾说，该
平台已覆盖非洲 8 个国家，并在非
洲建成 4 个海外仓和海外展厅，入
驻该平台的国内供应商有 5 万余
家、海外采购商有3万余家。

“非洲人对非洲市场上没有的
新产品很热衷。”干郑瑾说。非洲

不少国家电力缺乏，油价、电价相
差无几，因此当地客商对推广电动
车并不热衷。但“丝路易达”通过
市场调研发现，非洲的莫桑比克电
力稳定，电价低于油价约十倍，电
动车市场大有可为。由此，宁波多
唯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主营的电动
三轮车，通过“丝路易达”在非洲
的市场调研服务，成功地打开了莫
桑比克市场，下一步计划在当地建
立电动三轮车4S店。

“这是个双赢的选择，一方面
平台让出口企业搭上简单、高效、
安全、低成本的非洲市场直通车，
另一方面非洲人民也可以借此用上
高性价比的中国商品。”宁波 （国
际） 电子商务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丝路易达”：小平台撬动非洲大市场

本报记者 殷 聪
通讯员 储昭节 修镜洋

台风来临之际，不少市民会密
切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以往，通
过气象、水利等部门的信息汇总，
得出台风、暴雨预报结论往往耗时
较长，且预见期较短。现在，借助
市水利设计院与“弘泰水利”多个
平台的大数据分析，只需 2分钟便
可得出台风、暴雨预报数据。通过
大数据，让防汛防台决策“跑赢”
乌云的日子已不再遥远。

据了解，水利管理关乎市民的
日常生活与城市的灾害防御。在传
统洪涝灾害预测中，由于其原理复
杂、数据庞大，工作人员只能通过雨
量水位监测站反馈的实时数据进行
预测。这种方式过度依赖地表数据，
通常只能在洪涝灾害发生前 20 分
钟发出预警。如果发生洪涝灾害，
市民短时间内很难及时撤离。

如果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又
会如何？据“宏泰水利”董事长朱
孟业介绍，自 2015 年起，该公司
与市水利设计院开发了台风实时信
息防汛应用与云服务平台、滨海城

市洪涝风险预报预警决策支持系统
等，借助平台、系统的大数据、云
计算让洪涝预报变得更及时、更准
确。

比如，台风实时信息防汛应用

与云服务平台，可通过大数据在 1
秒钟内迅速找出历史上最为相近的
台风，并进行比对，为预测降雨提
供参考。滨海城市洪涝风险预报预
警决策支持系统可通过气象、水
利、城管等部门提供的实时降雨
量、河道水位、水库水位、河道闸
门泵站运行情况等信息进行动态模
拟，提前 48 小时对洪涝灾害进行
预警、预测。同时，该系统将我市
主城区划分为 8万余个网格，仅需
2 分钟便可计算出主城区任意 100
米乘以 100米区域或某个医院、学
校、小区的内涝情况，实时查询相
应区域的积水深度、积水时长以及
排水时间。

“不同于静态数据，我们平台
和系统上的数据是实时的、动态
的。”朱孟业告诉笔者，随着台
风、降雨情况的变化，各平台的计
算结果还可实时校正，实现精准预
测与分析，为我市防汛防台决策提
供依据。据介绍，该功能已在“灿
鸿”“莫兰蒂”“马勒卡”“鲇鱼”
等台风期间得以成功运用，为我市
防汛防台工作提供支撑。

2分钟算出城区积水情况

大数据让决策“跑赢”乌云
智慧城市花开甬城

图为“宏泰水利”相关工作人员正在查看台风实时信息防汛应用与云
服务平台上的数据。 （周夏超 殷聪 摄）

国家发展改革委 21日通报了
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等
行业协会违规收费典型案例。

国家发改委近期部署开展全
国涉企收费专项检查，将行业协会
收费作为重点之一。近期查处的行
业协会违规收费典型案例如下：

一、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
协会在开展审批部门委托的鉴定
评审工作中，把本应由审批机关支
付的费用转嫁给企业，向企业收取
鉴定评审费，2015 年至 2016 年违
规收费100.83万元。

二、中国建筑装饰协会举办
“中国建筑装饰设计机构五十强企
业评介”活动，并向企业收取“评介
费”，2015 年至 2016 年违规收费
67.7万元。

三、吉林省气象学会违规收取
防雷业务人员培训费，2013年1月
至2015年6月违规收费9.6万元。

四、上海市水利工程协会在组
织考核及培训过程中违反考培分

离和自愿原则收取培训费用，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7 月 20 日违
规收费28.17万元。

五、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在组
织开展技能鉴定过程中超标准收
取鉴定费，2014 年 1月至 2015 年 7
月违规收费13.6万元。

六、安徽省道路运输协会对交
通运输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
达标考评”过程中，自立项目向企
业收取考评费，2015 年违规收费
39万元。

七、湖北省企业联合会开展
“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评审”
过程中，自立项目收取成果申报评
审费，2015 年至 2016 年违规收费
33.5万元。

八、湖北省软件行业协会组织
开展“湖北省优秀软件企业、优秀
软件产品品牌”评比活动，收取评
比活动后续证书制作等费用，2015
年违规收费62.38万元。

（据新华社）

国家发改委曝光
8起“红顶中介”违规收费案件

记者 21日从财政部获悉，财
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出台意见，引
导和鼓励社会资本通过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 （PPP） 模式，参与
养老机构、社区养老体系建设、
医养健融合发展，构建多层次、
多渠道、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市场。

这份由财政部、民政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出台的意
见提出，通过“政府引导、市场
驱动”的方式，鼓励各类市场主
体参与养老服务 PPP 项目，逐步
使社会力量成为养老服务领域的
主体。

意见指出，养老服务 PPP 项
目要重点立足保障型基本养老服
务和改善型中端养老服务。在养
老机构建设运营方面，鼓励政府
将现有公办养老机构交由社会资
本方运营管理；支持机关、企事
业单位将所属的度假村、培训中
心、招待所、疗养院等，通过
PPP模式转型为养老机构。

意见明确养老服务 PPP 项目

要重点在城乡社区内建设运营居
家养老服务网点、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提供老年供餐、社区日间
照料、老年精神文化生活等。通
过将社区养老服务打包，实现区
域内的社区养老服务项目统一标
准、统一运营。

意 见 还 提 出 要 推 进 “ 养
老+”综合新业态发展，鼓励养
老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健康服
务机构开展合作，打造全生命周
期养老服务链。兴建一批以养老
为主题，附加体育健身、医疗、
教育、文化娱乐、互联网等的现
代服务业。

意见要求各级财政、民政、
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合作，积极
提供政策保障。合理设置参与条
件，消除本地保护主义和隐形门
槛。适时开展项目试点，强化绩
效评价和项目监管，严格执行财
政 PPP 工作制度规范体系，促进
养老服务业规范发展。

（据新华社）

三部门发文鼓励发展
养老服务PPP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