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信息
1、宁波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
①市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
地点：市行政服务中心1楼C区（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1901号）。
国土咨询电话：87185516
住建咨询电话：87961739 地方税务局咨询电话：12366
②海曙区办理点
地点：海曙区亚细亚B座二楼 咨询电话：87185516
③江北区办理点
地点：江北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咨询电话：87185516
2、宁波市国土资源局海曙分局
①海曙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集士港办理点
地点：海曙区集士港镇菖蒲路 2 号（宁波市国土资源局海曙集

士港分局内）

咨询电话：87437161、87437162
②鄞江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
地点：海曙区鄞江镇四明东路250号（鄞江国土所内）
咨询电话：88080112
3、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鄞州分局
①鄞州区行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
地点：鄞州区新城区钱湖南路578号区行政服务中心三楼
咨询电话：88225665
②咸祥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
地点：鄞州区咸祥镇咸兴路31号（咸祥国土所内）
咨询电话：88305373
③邱隘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
地点：鄞州区邱隘镇文卫东路120号（邱隘国土所内）
咨询电话：88390128
④横溪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
地点：鄞州区横溪镇人民路（横溪国土所内）

咨询电话：88064123
⑤姜山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
地点：鄞州区姜山镇华山路169号（姜山国土所内）
咨询电话：88093986
4、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大榭开发区分局
地点：大榭开发区中信广场东楼一楼行政服务中心（东侧）
咨询电话：86768031、86750673
5、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区分局
地点：高新区贵泗街道行政服务中心，兴海北路2039号
咨询电话：86559619
6、宁波市国土资源局保税区分局
地点：保税区行政服务中心，兴业大道2号
咨询电话：89286776
7、宁波市国土资源局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分局
地点：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玉泉南路302号三楼
咨询电话：88366946

为进一步推进不动产登记“最
多跑一次”改革，提升不动产登记
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从 12 月 29
日（周五）起对海曙区、江北区、鄞
州区、大榭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
和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的不动产登
记信息系统改造升级。经研究，决
定 12 月 29 日全天暂停办理上述范
围内全部不动产登记（含档案查
询、缴费领证、权籍调查、查封解封
等业务）、房产交易（含购房资格核
查）、契税缴纳窗口对外业务，2018
年 1 月 2 日恢复正常工作，原受理
范围不变。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

宁波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
宁波市地方税务局
2017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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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穿山的北仑第三集装箱
公司，一艘 20 万吨级的“美瑞马
士基”集装箱轮将从这里出发，驶
向鹿特丹港，码头作业人员忙着为
其装载货物。宁波的家电，义乌的
小商品，乃至西安、成都、新疆等地
的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
长三角地区的商品，被一箱箱装
船，运往中东、欧洲等地。

2009 年，宁波舟山港一跃成
为全球第一大海港，并保持“九
连冠”。去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
吐量达 9.18 亿吨，较第二名领先
2.75亿吨。

“在 9亿吨高基数上实现两位
数增长，这是十分不容易的，证
明宁波舟山港实质性一体化后产
生了‘1+1>2’的叠加效应。”交
通运输部一位专家评价道。

2005年 12月，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出席宁波—
舟山港管理委员会授牌仪式时
说：“今后的大手笔建设，一个浓
墨重彩之处，将是在港口建设方
面。港口建设的重点，将是在宁
波、舟山‘一体化’之举。”

习近平总书记为宁波舟山港
描绘的“一体化”之路，为打造
全球第一大港指明了方向。

2006 年 1 月 1 日，“宁波-舟
山港”名称正式启用。2015 年 9
月，整合组建的宁波舟山港集团
揭牌成立，实现了以资产为纽带
的宁波舟山港实质性一体化。两
年多来，宁波舟山港围绕“港口
资源利用集约化、港口运营高效
化、市场竞争有序化、港口服务

现代化”目标，实现了一次又一
次跨越。

事实上，今年宁波舟山港货
物吞吐量超 10亿吨，也出乎浙江
港口人的预料。根据 《浙江省海
洋港口发展“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
力争达到 10亿吨，进一步巩固全
球第一大港地位。

“这与国际市场的回暖息息相
关。”宁波舟山港集团总经济师童
孟达告诉记者，宁波舟山港货源
中，外贸货源占了四成以上。来
自交通运输部官网的数据，今年
前 11个月，宁波舟山港外贸货物
吞吐量为 43845 万吨，同比增长
10%，占港口吞吐总量的47%。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呈现回
暖向好态势。近日，波罗的海干散
货指数升至 1600 点以上，为近年
来最高点。再看中国外贸，今年我
国进口增速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前 11 个月，仅原油、铁矿砂、
天然气等十类大宗商品就拉动进
口总额增长7.8个百分点。

宁波舟山港能够成为全球第
一个“10 亿吨”大港，与其所处
的特殊地理位置紧密相关。宁波舟
山港东临全球最繁忙的太平洋主
航道，西靠中国最具活力的长三角
经济圈，南北双向辐射中国大陆海
岸线，是中国大型和特大型深水泊
位最多的港口、大型船舶挂靠最多
的港口。今年，全球最大船舶“泰
欧”轮两次到访宁波舟山港，刷新
了我国单艘挂靠油轮最大实载量、
接卸量两项全国纪录。

一一问问：：

何以提前圆梦？

“改革开放之初，宁波舟山港
只有几座码头，每天只需要引航
一两艘船舶。现在放眼望去，红
色的桥吊随处可见，平均每天进
出万吨级以上船舶近百艘次。”有
着 35年工作经验的引航员潘国华
匆匆说完，就去虾峙门航道为万
吨货轮引航了。

潘 国 华 是 宁 波 舟 山 港 迈 向
“10 亿 吨 ” 大 港 的 见 证 者 。 目
前，马士基、地中海、达飞海
运、中远海运、长荣海运等世界
航运巨头，纷纷选择宁波舟山港
码头停靠或设点。

港口是经济的晴雨表，而集
装箱运输量是外贸经济的风向
标。2017 年，宁波舟山港有望实
现集装箱吞吐量 2460 万标准箱，
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幅，其中穿
山港区集装箱码头首次超过 1000
万标准箱，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体
集装箱码头之一。

全球首个“10 亿吨”大港，
为宁波市民乃至长三角地区和全

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本月
初，在智利南部蓬塔阿雷纳斯海域
新鲜捕捞上岸的野生三文鱼，仅仅
过了半个多月，就端上了位于地球
另一端的宁波市民餐桌。2017 年

“双十一”期间，宁波舟山港完成近
600 万件跨境包裹的运送，占全国
跨境包裹总量的近40%。

依托港口优势，宁波积极培
育和发展汽车等新兴产业。作为
浙江省唯一的整车进口口岸，梅
山口岸于去年 12月获得平行进口
汽车试点资质，并被允许开展平
行进口汽车保税仓储业务。“2017
年，梅山口岸整车进口量有望突
破 8000 辆，同比翻一番。”梅山
检验检疫局副局长崔晓雷表示。

“10 亿吨”大港的背后，是
宁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目
前，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业务覆
盖全国14个省36个市，并延伸至
中亚、北亚和东欧国家，今年海
铁联运箱量将突破 40 万标准箱，

二二问问：：

透露哪些信号?

12月 10日，全球最大单体自
动化智能码头和全球综合自动化
程度最高的码头——洋山港四期
码头正式开港。曾经遥不可及的
无人码头，终于露出了真容。

在港口日益现代化的今天，
宁波舟山港如何从国际大港加速
迈向国际强港？专家认为，通过
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融合，加快技
术创新，这是宁波舟山港未来的
新航道之一。

站在宁波环球航运广场 45楼
可视化大屏幕前，即将在一个月
内挂靠宁波舟山港的船舶船名、
位置、航速等信息实时呈现。作
为宁波舟山港生产管理的“大脑
中枢”，这里与遍布各大港区的数
千个视频摄像头、各码头公司的
生产管理系统紧密互动。

加快发展江海联运也是宁波
舟山港的新航道。根据国务院批
复，由舟山群岛新区全域和我市
北仑、镇海、江北等区域组成的
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要打造
成为“国际一流的江海联运综合
枢纽港、国际一流的江海联运航
运服务基地、国家重要的大宗商
品储运加工交易基地、我国港口
一体化改革发展示范区”。

对于宁波舟山港的未来发展
方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
所所长郑永年建议，要瞄准自由
贸易港，努力打造一个大的自由
贸易平台。“宁波和舟山的深水岸
线资源全球罕见，未来要承担更
多的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国际油
品储运交易基地。”他认为，宁波
舟山港还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做
法，发展邮轮经济，建设国际海
事服务基地。

宁波舟山港区每年有 2 万多
艘外轮进出，为这些外轮提供注
油、注水等生产生活补给，市场
巨大。“过去，外轮习惯去日本、
新加坡等港口补给，我们能不能
分得一块蛋糕？”按照这一思路，
位于舟山的岙山保税燃料油库码
头船来船往，5 条供油船昼夜不
歇，为外轮供油。

“现代化国际港口大多拥有货
物集散、贸易加工、市场交易三大
核心功能，我们将以 10 亿吨为起
点，以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和集装箱
运输发展为核心，优化整合港区功
能布局，由传统运输平台向物流平
台、信息平台、贸易平台、产业平
台、金融平台拓展。”宁波舟山港集
团董事长毛剑宏表示。

三三问问：：

新航道在哪里？

11月 29日，中国远洋海运集
团与 16家境内外港口、航运企业
共同发布港航业的 《博鳌宣言》，
提出打造港航命运共同体，共创
港航合作新时代。

港航企业该以何种新模式、
新路径进行合作？浙江省海港集
团副总经理孙大庆认为，首先应
该在加强业务合作和优化服务的
基础上，全面加强战略合作，共
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其次，可
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服务保

障，高效的港口服务将为船公司
赢得客户的信赖，同时也将为港
口带来更大回报……在信息化共
享方面，应建立新的合作机制，
利用大数据，精准把握客户需
求，创新合作方式，提升核心竞
争力。同时应加强物流协作，航
运与港口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加
强在物流供应链上的合作，为全
球客户提供端到端的综合物流解
决方案，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俞永均 张燕）

孙大庆：开始港航合作新时代

同比增长 60%。同时，通过加强
港航、港港合作，不断扩大“一
带一路”朋友圈。

在亚欧地区港口普遍低速增
长的背景下，宁波舟山港能够保
持近 10%的增速，充分证明了港
口一体化战略的成功。数据显

示，在宁波舟山港“龙头”带动
下，今年 1 至 11 月份，全省沿海
港口货物及集装箱吞吐总量分别
同比增长 10.5%和 13.5%，其中温
州港、嘉兴港、台州港货物吞吐
量分别完成 8314万吨、8094万吨
和6505万吨，创出新高。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一览表
（单位：亿吨）

宁波舟山港集团供图

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6号码头现场。 （胡锦渠 摄）

“浙江港口可以发展成为全国
之最甚至世界之最。”习近平在主
政浙江时的预言，如今已经变成
现实。

昨日，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
吐量超过 10亿吨，成为全球首个

“10亿吨”大港，连续9年位居世
界第一。

10 亿吨，不仅刷新了世界纪

录，也圆了百年前孙中山先生
“东方大港”的夙愿，为中国港口
发展史写下了厚重的一笔。

从全球来看，宁波舟山港货
物吞吐量已经接近或超过一些海
洋大国整个国家的货物吞吐量。

“这是宁波舟山港从大港迈向
强港的里程碑！”宁波舟山港集团
董事长毛剑宏表示。

三问全球首个“10亿吨”大港
——看宁波舟山港如何“撼动”世界

本报记者 何英杰 俞永均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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