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房屋征收工作顺利进行，现通过随机摇号方
式选定薛家路（环城南路——中山西路）道路工程项目

（古林段）的房屋征收预评估机构，对项目内被征收房屋
价值等进行测算。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屋征收预评估内容
薛家路（环城南路——中山西路）道路工程项目（古林

段）涉及的房屋征收范围内被征收房屋价值等进行测算。薛
家路（环城南路——中山西路）道路工程项目（古林段）涉及
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0.32万平方米，征收总户数约3户。

二、报名条件
（一）评估机构列入 2018年度宁波市房屋征收评估

机构名录的；
（二）评估机构资质等级为二级及以上的；
（三）评估机构无不良信用记录的。
三、报名材料

（一）项目预评估申请书及工作实施方案（加盖单位
公章）；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三）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四）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加盖公章（如法定代表人本人到场的，带身份证原件）；
（五）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证书；
（六）单位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四、预评估机构选定程序及相关事项

（一）本次报名及摇号选定工作全权委托宁波市信
业公证处现场监督。

（二）宁波市信业公证处按照报名条件对报名的评

估机构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核。
（三）在审核通过的所有预评估机构中通过随机摇

号方式确定最终的评估机构。具体方式为：报名先后的
顺序号即代表本单位的号码，在1至N的N个号码中随
机摇号产生其中一个号码，该号码相对应的评估机构即
为该项目的预评估机构。如报名的预评估机构只有一
家，则该家评估机构直接入围。

（四）参加本次报名及摇号选定房屋征收预评估机
构活动的候选评估机构须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等候并参
加现场摇号。未携带第三项要求的报名资料或资料不
全，或者未在截止的规定时间内到达的，视作自动弃权。

五、测算收费标准
根据《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关于下发<实施

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甬建发〔2015〕75号）第十四条，本项目涉及的
测算费用，根据评估对象测算价值，按评估费标准的4%
下浮 10%比例确定（评估费标准以被征收房屋价值的
3‰下浮10%比例确定）；预评估单位与房屋征收评估为
同一家评估机构的，不支付本项目预评估测算费用。

六、报名及随机选定时间和地点
（一）报名时间：2018 年 5 月 2 日，下午 4:00—5:00

（以摇号地点显示的时间为准，时间截止后不再受理）；
（二）报名及摇号地点：宁波市海曙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开标室（1）[宁波市中山西路 298 号海光大厦 15 楼
（北门电梯上）]。

联系人：胡老师，黄老师；联系电话：87272968。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8年4月27日

关于薛家路（环城南路——中山西路）道路工程项目
（古林段）房屋征收随机选定预评估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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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应红鹃 沈建燕） 2018 宁波·象
山橘花节前天在晓塘乡中岙村启
幕。开幕式现场，国家现代柑橘产
业技术体系华东柑橘综合试验站示
范基地落户晓塘。

晓塘乡是浙江省著名的柑橘之
乡，现有柑橘种植面积 1 万余亩、
柑橘品种 200多种。去年以来，该
乡全力打造柑橘小镇。本次橘花节
是柑橘小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橘花游园会、柑橘小镇会客厅、
当代艺术展览、文化集市等主题活
动。

早在数周前，来自国内外的
24 位艺术家已陆续入驻中岙村，
用墙绘、涂鸦、雕塑等当代艺术

手法让古老的石墙容光焕发。这
也 是 全 省 迄 今 为 止 规 模 最 大 的

“当代艺术下乡进村 ” 活 动 。 前
天上午，这场艺术盛宴还吸引了
不少外国友人参加，与艺术家们
亲密互动。当地橘农将橘花、橘
果进行深加工，并向游客现场展
示。

在当天举行的柑橘小镇会客厅
高峰论坛上，国内专家学者就晓塘
乡打造柑橘小镇、开发田园综合体
的广阔空间以及发展特色柑橘文化
旅游产业规划建设愿景等论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

橘花节绘出柑橘小镇“新色彩”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
王闰） 随着社区经济的发展以及
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基层群众对
防治身边油烟污染的声音空前高
涨。日前，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出台了全市首部《餐饮业油烟污染
案件办理指导意见》，对案件处置
流程、调查取证等作出全面细致的
规定，确立了基本制度框架。

《意见》 梳理出餐饮业油烟
污染案件五大类典型案由，明确

“将油烟直接排入下水管道”“在
禁设区域内露天烧烤”“超标排
放油烟”等行为均属于违法行
为，群众一经发现，可以向综合
行政执法部门投诉举报。

据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
经营者违法排放污染物，造成或

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的，可以查
封、扣押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
备。《意见》 就如何判定是否“造
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作出特
别说明，执法部门根据群众投诉情
况、监测超标严重程度、对周边环
境影响程度等因素作出科学理性的
判断，进而作出正确决定。

为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能部门职
责权限，合力规范餐饮业经营行
为，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餐饮业油
烟污染，《意见》 对环保、市场监
管等部门在处理餐饮业油烟污染案
件时的职责进行梳理。

据统计，2017 年，鄞州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巡查发现 200余家餐
饮店存在油烟污染问题，逐一发出
限期整改通知并督促其整改到位。
今年 3 月以来，该局对辖区内餐饮
业油烟排放情况进行多轮次专项检
查，聚焦餐饮集中区、住宅小区周边
餐饮店等，严肃查处未安装净化设
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超标
排放油烟、将油烟直接排入下水管
道等违法行为，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将油烟直接排入
下水管道属违法行为
餐饮业油烟污染查处有了首个“指导意见”

右图为精彩墙绘。
（陈牧 摄）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胡
燕） 去年 4月，一本中国史通俗读
物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创下电
商平台 7 小时卖断货的纪录。昨
日，这位 80 后作者陈磊带着新书

《半小时漫画世界史》，在宁波书
城与读者面对面交流，分享写作
心得。

陈磊原为上汽集团汽车设计
师，源于对历史和绘画的兴趣，他
拿起画笔，用自己编的段子、梳理
的脉络创作历史漫画。目前，《半

小时漫画中国史》 销量已逾 50 万
册，陈磊也因此成为碎片化阅读时
代的全民知识偶像。他创立的公众
号“混子曰”旗下的“Stone 历史
剧”栏目，文章平均阅读量为 60
万，累计点击量高达 3亿次。其爆
笑又富有创意的手绘形象和历史段
子，深受 90 后、00 后等年轻群体
的喜爱。

和《半小时漫画中国史》按时
间顺序讲中国史不同，《半小时漫
画世界史》 以国别史的角度入手，

为读者介绍几个存在感颇强的国家
或地区的前世今生，如欧洲、美国
与日本。简到崩溃的极简欧洲史、
美国往事三部曲、一口气就能读完
的日本史、肌肉猛男斯巴达 300 勇
士、酷炫无比的加勒比海盗……
给“高冷”的历史知识穿上了一
层“搞笑幽默”的外衣，陈磊再
次得到读者认可。昨日，除了年
轻的读者，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
子前来宁波书城，他们表示陈磊
是一个有意思的作者，《半小时漫

画中国史》 和 《半小时漫画世界
史》的幽默，让孩子在阅读中找到
了乐趣。

大事件采用哪一种历史观点？
历史段子如何把握“度”？微信公
众号如何运营？下一本新书的内容
是什么？昨日的见面会现场，读者
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陈磊表明写
作态度时说，书中展现的绝大部分
是主流的历史观点，考虑到读者中
有那么多的小朋友，今后的写作一
定考虑他们的接受程度。

给“高冷”的历史知识穿上“幽默”外衣
《半小时漫画世界史》作者书城签售

“百米接力快闪”“青春时光轴诵读会”“五四青春 show”……昨前两天，由慈溪团市委主办的
“以青春之我成就青春慈溪”五四主题系列活动在上林坊、鸣鹤古镇相继举行。在“五四”青年节到
来之际，慈溪团员青年凝聚青春力量，展示青春风采，为当地市民呈献了丰盛的“青年文化大餐”。

图为在“百米接力快闪”活动中，慈溪翰森艺术学校的师生带领当地市民一起跳“海草舞”。
（陈章升 马佳露 摄）

“海草海草”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前天
下午，地铁宁波火车站的站台
边，传来了悠扬动听的古筝名
曲，正在等候地铁的市民和游客
好奇地寻声张望，有的特地走过
来观看表演，很多路过的市民驻
足欣赏，拿出手机拍摄。这是宁
波轨道交通“才艺流动舞台”的
首场表演。

这场演出持续了近一个小
时，16 名小演员表演了 7 个节
目，以古筝、竹笛、葫芦丝等民
族乐器为主，并有民族舞蹈伴
舞。一位带孩子来表演的家长
说，孩子经常在舞台上表演，这

是第一次来地铁站台演出，路过的
乘客零距离欣赏，这种形式很新鲜
又自然，孩子也很喜欢。演出的艺
术指导、宁波宥远文化中心的李巧
艳告诉记者，地铁站是宁波的一
个窗口，在这里表演，可以让更
多市民和游客在旅途中感受艺术
的魅力，增添生活的乐趣，也有
利于提高宁波这个城市的文化艺
术品位。宁波轨道交通策划本次
活动的工作人员吴宗尉表示，未
来将推出一系列地铁文化活动，
提升轨道交通空间的文化氛围，
让选择绿色交通的市民拥有不一
样的出行体验。

“才艺流动舞台”来到地铁站台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姚敏明）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
2017 届毕业生阮怡伦和他的两名
同学日前完成了在德国的在职培
训。此次他们是以宁波均普工业自
动化有限公司员工的身份赴德 70
天，完成了西门子电机装配线项目
的后期生产装配调试，受到德国同
行的交口称赞。

什么原因使毕业不久的高职生
迅速成为这家在全球 16 个国家拥
有 45 个研发及生产基地的大型上
市公司的业务能手？均普公司人事
主管邱经理坦言，这得益于公司和
浙江工商职院联合培养人才的模
式。早在大三，他们就是公司的准
员工了。

邱经理说，校企双方于两年前
的 7月达成协议，从浙江工商职院

智能电子学院 （汽车服务学院） 选
拔 15 名电气自动化技术或应用电
子技术专业的大三学生，由学校派
出高水平实训指导教师、企业投入
专项资金，以企业用人需求与岗位
资格标准为导向定点特殊培养。按
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取得毕业证书
且符合招聘要求的学生，将直接安
排就业。

浙江工商职院智能电子学院、
汽车服务学院副院长李方园称，在
与均普公司合作中，重点强化了校
企双方的主体地位和责任，还建立
了企业在学徒培养中的职责清单以
及学徒学习跟踪单。校企双方共同
构建了以“初级学徒→中级学徒→
高级学徒”三级学徒为途径的从

“学生 （准员工） →毕业生 （员
工） ”身份递进式转换的人才培养

总体思路。
邱经理说，通常培养一名成熟的

装配技师需要 5 年至 8 年的时间，而
采用校企合作的育人方式，至少能把
时间缩短2年。

据悉，校企双方已达成意向，
2018年9月起，第三期合作育人的专
业从原来的两个专业拓展至三个 （新
增数控技术专业），人数增加至 23
人，同时将尝试国内和国外两个阶段
培养方式，促进人才培养与国际接
轨。

该校还先后与宁波晨江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宁波福特继电器有限公司
开展校企合作项目，已完成 3个试点
班共计 52 人的学徒培养。目前，该
校还正在和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众业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
多家企业洽谈，推广这一模式。

大三学生已是企业准员工
浙江工商职院与多家企业联手开展订单式培养

本报讯（记者陈章升 通讯
员余聪波 陆燕青） 解决市场外
小贩占道经营问题，督促市场管
理人员做好蔬菜农药残留检测，
协调摊主与“马大嫂”的消费纠
纷……自从调任慈溪坎墩中心农
贸市场党支部副书记以来，沈宽
成了菜市场里的大忙人，“与以前
村里工作相比，现在工作的专业
性更强。虽然休息时间少了，但学
到了许多新知识。只要老百姓能
吃到放心菜，再苦再累也值得。”

近年来，选派沈宽这样的优
秀村干部到重点项目挂职锻炼，
充分发挥他们丰富的基层工作经
验，已成为坎墩街道农村干部队
伍建设的新常态。今年年初以
来，该街道深化“青苗提振”计
划，探索实施村干部区域化统筹
培养模式，整合人才资源纳入人
才调度库，将优秀人才统筹输送
到所需岗位。目前，这个人才调
度库里既有街道下属部门编外工
作人员、优秀村干部，也有后备
干部，人数已有300多名。

郑云辉原来是坎中村的一名优
秀村干部。去年，他被坎墩街道选
调至环卫站任副站长，负责垃圾分
类宁波市示范街道创建工作。在新
岗位历练中，他感慨收获颇多，

“以前，我只要和一个村的村民做
好沟通工作；现在，我不但要向全
体坎墩居民宣传推广好垃圾分类，
而且要与各个村、社区的干部群策
群力，推进区域的垃圾分类管理
工作。工作对象多了，工作范围广
了，我也要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据了解，坎墩街道为郑云辉这
样的人才建立了“一人一档”动态
管理机制和述职评议机制，其中对
表现较差、排位靠后的人员进行诫
勉谈话；对连续 2年排名末位的村
干部取消其资格；对于存在工作能
力不强、群众认可度不高等情形的
人员进行清退劝退。这项工作启动
以来，已有4人被取消资格。

坎墩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已有 12 人在该街道下属部门任
职，4名村级后备干部实现跨区域
任职。

优秀干部跨岗锻炼 后备干部跨村任职

坎墩打造乡村振兴“生力军”

美 丽 鄞 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