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中山西路434弄9-10号、花池巷8-12号（双号）
房屋收购工作顺利进行，维护被收购人合法权益，参照《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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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规定，拟公开选定上述房屋收购评估机构。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屋收购评估内容
中山西路434弄9-10号、花池巷8-12号（双号）房屋收

购地块范围内被收购房屋、装修、附属物、旧房拆除费用（含
零星工程施工）、重大设施搬迁损失、停产停业损失、工业用
房一次性搬迁和临时安置费及安置房等。该地块涉及收购
房屋总建筑面积约1400平方米，收购总户数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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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评估申请书及工作实施方案；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和设施设备评估公司资

质证书；
（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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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明；

（六）单位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四、评估机构选定方式

（一）宁波市海曙区西门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按
照评估机构申报条件对报名的房屋收购评估机构进行审
核。

（二）组织被收购人对报名参加评估的各评估机构进行
投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由被收购人通过投票选定项
目的评估机构。如投票方式未能选定，即从上述报名参加的
评估机构中通过随机选定方式确定。

五、评估收费标准
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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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项目涉及的被收购房
屋价值、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费用，按照评估价值的 3‰
下浮 10%比例确定。非住宅房屋停产停业损失、重大设施搬
迁损失、工业用房一次性搬迁和临时安置费等评估费用，按
照评估价值的1%下浮10%比例确定。

六、报名时间和地点
（一）报名时间：2018年9月25日（8：30—11:30，14：00—

17:30）；
（二）报名地点：海曙区后莫家巷50号。
联系人：金老师； 联系电话：87506972。

宁波市海曙区西门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2018年9月21日

关于报名参加中山西路434弄9-10号、花池巷8-12号（双号）
房 屋 收 购 项 目 公 开 选 定 评 估 机 构 的 公 告

为保障房屋征收工作顺利进行，现通过随机摇号方
式选定启运路拓宽改建及周边配套道路新建工程项目、
薛家路（环城南路—中山西路）道路工程（高桥段）项目的
房屋征收预评估机构（上述项目共选定一家），对项目内
被征收房屋及产权调换房屋的预评估比准价格进行测
算。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屋征收预评估内容
启运路拓宽改建及周边配套道路新建工程项目、薛

家路（环城南路—中山西路）道路工程（高桥段）项目涉及
的房屋征收范围内被征收房屋及产权调换房屋的预评估
比准价格测算。启运路拓宽改建及周边配套道路新建工
程项目涉及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0.15万平方米，征收
总户数约 3 户；薛家路（环城南路—中山西路）道路工程

（高桥段）项目涉及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2.2万平方米，
其中涉及住宅房屋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涉及非住宅
房屋建筑面积约 1.1 万平方米，征收总户数约 137 户，其
中住宅约131户，非住宅约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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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按照报

名条件对报名的评估机构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核。
（二）本次摇号选定工作全权委托宁波信业公证处现

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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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的
候选评估机构须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并在规定的时间内
参加现场摇号。已报名但未在截止的时间内参加摇号的，
视作自动弃权。

五、预评估比准价格测算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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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项目涉及的被
征收房屋、产权调换房屋预评估比准价格测算费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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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
3‰下浮 10%比例确定）；测算价值按预评估比准价格与
评估对象的建筑面积之积确定。预评估比准价格测算与
房屋征收评估为同一家评估机构的，不支付该费用。

六、报名及随机选定时间和地点
（一）报名时间：201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8：

30—11:30；
（二）报名地点：宁波市海曙区科创大厦六楼。
（三）摇号时间：2018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二）15:00（以

摇号地点显示的时间为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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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楼（南门电梯
上）]。

联系人：毛老师；联系电话：87453291。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2018年9月21日

关于启运路拓宽改建及周边配套道路新建工程项目、薛家路（环城南路—中山西路）
道 路 工 程（高 桥 段）项 目 房 屋 征 收 随 机 选 定 预 评 估 机 构 的 公 告

物资名称
圣宇墙纸

布鲁斯特墙纸
朗阁墙纸

雅琪诺墙纸
浩博特墙纸

爱丽沙
世爵壁纸
欧雅墙纸
米兰墙纸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型号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9518
9515

产地
浙江
美国
天津
浙江
湖北
浙江
浙江
上海
上海

东南亚
东南亚

价格
207-307元/卷
300-600元/卷
138-345元/卷
201-466元/卷
239-312元/卷
736-848元/卷
118-296元/卷
169-466元/卷
260-636元/卷

168元
160元

联系电话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888021063
15888021063
15888021063

87909115
87909115

华东物资城浙甬市场建材价格行情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负离子木工板
E0生态板

负离子生态板
负离子浮雕水曲柳
负离子浮雕水曲柳

公牛插座
公牛插座
公牛插座

绿能房间灯
绿能吸顶灯

绿能浴霸风暖

7006
7007

1.22*2.44*1.8
1.22*2.44*1.7
1.22*2.44*1.7
1.22*2.44*0.36
1.22*2.44*0.3

厨房专用
客厅专用

氧化铝电瓷插座
20瓦，50*50

10瓦
绿能

东南亚
东南亚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178元
178元
235元
215元
345元
170元
135元
50元
98元
10元
198元
49元
680元

87909115
87909115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 地址：宁波江北区宁镇公路490号（三官堂）
电话：87666188 87612668 日期：2018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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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省教育厅、省旅游
局、省发改委、省公安厅、省财政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厅、省食
药监局、团省委、保监会浙江监管
局等 10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实施意见》。

从今年开始，浙江各县（市、
区）要分别确定小学、初中、高中各
1 所以上学校先行试点“研学旅
行”；鄞州区等作为试点，整体推进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到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始，将在全省所有
市、县（市、区）铺开。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
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和
指导推动，以培养学生生活技能、
集体观念、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
目标，主要通过学校组织的集体旅
行或家庭亲子旅行、安排在外食宿
等方式开展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
体验相结合的校外实践教育活动。

浙江省将用 5年左右时间，创
建全国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营地
2 个以上、全国基地 20 个以上。遴
选公布省级营地 10 个以上、省级
基地 100 个以上。各地围绕“红色
之旅”“生态之旅”“文化之旅”“活
力之旅”等主题，精心筛选打造 3
至 5 条面向本区域的示范性研学
旅行精品线路。

中小学各学段研学旅行一般
安排在小学四五六年级、初中一二
年级、高中一二年级。一般情况下，
学校每学年组织安排1到2次研学
旅行活动，每学年合计安排研学旅
行活动小学 3 至 4 天、初中 4 至 6
天、高中6至8天。研学旅行尽量避
开旅游高峰期。

大力鼓励和引导各中小学生
家庭，利用寒暑假期等有计划、有
目的地带孩子外出研学旅行。

（记者 蒋炜宁）

中小学研学旅行全省推进

记者 蒋炜宁

游学者年龄越来越小，游学之
路越走越远，我市的游学市场一年
火似一年。游学是孩子成长的标配
吗？哪些机构在助推这股游学风？孩
子游学的过程中家长最看重什么？
怎样理性对待游学热潮？

游学之路越走越远

远离父母，与两三名同学一起
住在“洋爸洋妈”家里，独立生活和
学习。今年暑假，家住华光城的六年
级学生小旦和21名同学在2位老师
的全程陪同下，飞赴新西兰的奥克
兰游学 14 天，其中 7 天随班体验当
地课程，余下的 7天逛逛湿地公园、
参观博物馆，感受当地的独特文化。

14 天后母子重逢时，旦妈发现
小旦“眼界开阔了，懂事独立了，遇
到事情会主动想办法解决了”。旦妈
举了两个例子来证明儿子身上发生
的这些变化：野外营地拓展训练有
分组寻宝游戏，地图上是全英文，小
旦灵机一动，利用手机上的翻译软
件克服了语言上的“拦路虎”，让整
个团队顺利完成了任务。刚到寄宿
家庭的第一晚，小旦与同屋的小男
生起了冲突，双方闹得很不愉快。翌
日一早，小旦主动向同屋的伙伴示
好，冰释前嫌。旦妈觉得这都是人生
路上必须经历的，2.8万元的费用虽
说有点贵，但花得值。

用当地特有的草编织一朵草花，
在湿地公园里统计生物种类……寓
教于乐的项目让孩子们乐此不疲；都
是独生子女，住在一起学会了相互沟
通和体谅；在全英文环境下，各种翻
译软件、手脚比划都用上，与“洋爸洋
妈”的交流日益通畅；入乡随俗，面包
涂黄油就算一顿午餐……带队老师
告诉记者，在这14天里孩子们迅速成
长，没一人告状或抱怨，孩子们的表现
让人刮目相看。为了让游学更有成效，
孩子们先在宁波进行了线上课程学
习，到了奥克兰之后，再结合学到的知
识开展团队合作和体验。

无独有偶。初二学生小珊今夏去
英国游学，为期13天。在访问姐妹学
校的5天里，她体验了迷你高尔夫、5
人制足球、攀岩等很多国内没有的课
程，还参观了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
世界名校。珊妈告诉记者，在香港转
机时，孩子自己查汇率、换港币、购物
吃饭，而以前一起出游时，这些活是
由父母包揽的。

小珊所在的中学去年与英国诺
丁汉中学结为姐妹学校，双方学生
互访、通信频频。这样的深度游学方
式很受家长和孩子的喜欢。

一位知情人告诉记者，今夏仅
鄞州区就有 10 多所学校的学生参
加了海外游学活动。

从短短数日的夏令营，到国内
游学，再到两周左右的国外游学，这
些年，宁波孩子的游学路越走越远。
业内人士分析，这与宁波这座城市
经济发达、外向度高、家长教育理念
开放密切相关。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成为家长培养孩子的“标配”。记
者的一份随机调查也印证了这一观
点：鄞州一所小学的四年级某班，36
个学生中，19人有过与父母出国或
出境游的经历，其中一个孩子日本
去过 4趟；至于国内旅游，每个孩子
基本上一年一至两次。

研学氛围越来越浓

从高中到小学，甚至还有幼儿园，
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争相踏上游学路。

记者从一家旅游网站发现，低
龄化的游学线路不少，比如去泰国
一家全英语国际幼儿园全真插班，
适合2-6周岁儿童。

据携程游学平台发布的数据，无
论国内还是海外游学，参加的孩子年
龄越来越小。最近两年初次体验海外
游学产品的平均年龄为12.1岁，初次
体验国内游学产品的平均年龄为8.8
岁，分别比前两年下降0.8岁和1.2岁。

之前以高中生为主体的甬城游
学市场，这些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初
中生和小学生。目前我市的游学产品
线路有三大类：市内游学以了解市情、
参观本地著名地标为主，半日游或一
日游居多；国内游学以文化体验、科技
类或行走类为主，比如上海四五日的
科技创客营、“一带一路”河西走廊研
学游、中科院物理天文营等；国外或境
外游学的主流方向还是英语国家，比
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等，一般两周，或学校整团交流或
机构从社会招募拼团。住家住宿体验，
将当地学校上课、插班、科学实验和体
育活动等穿插其间，再游览所在地的
著名景点、大学校园。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甬城游学
市场上有三类机构。第一类是专做
游学的；第二类是培训或留学机构，
因客户群体一致，加之传统留学、培
训市场竞争白热化，开始涉足游学
业务；第三类是传统旅行社，受自由
行、网络旅游平台的冲击，转型开发
游学线路。

与杭州相比，宁波的游学市场
竞争不是很激烈，但家长和学校的
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对产品线路
提出了更高要求，从以往多个国家

的“泛泛游”向单一国家、单一学科
的“深度游”过渡。比如去美国童子
军营专门锻炼团队相处、抗挫抗压
等，家长们将着眼点放在游学对孩子
薄弱能力的提高上。

甬城游学市场中，研学氛围越来
越浓。融入当地课堂、能调动更多教
育资源的深度游更为家长看重。宁
波家长也越来越重视志愿服务、义
工历练等，这些对孩子后期申请国
外名校很有帮助，一些家长随之提
出要求——在游学课程中增加此类
服务，在游学结束后还得有权威机
构的认证。

游学产品按大类分有体育类、
语言类和能力磨练类。那些英语强
化结合单项能力提升的复合线路最
受家长青睐。此外，家长们也看重游
学安全及费用性价比。越来越多的
家长希望孩子在游学时能和国外学
校有互动。

浙江新途研学副总经理蔡明东
说，今年暑假百余名学生通过新途
游学，以学校整团为主、定制小团为
辅。不少一二年级学生的家长想通
过新途送孩子去欧美游学，但他们
不敢接。“孩子实在太小了，起码得
小学高段。”

浙江新通国际教育集团透露，
今年暑假大约有 200名孩子通过新
通游学。往年宁波市场孩子的游学
以学校为主导，并且以初高中生为
主，近年家长和学生会自己选择相
应机构报名参加。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游学特别是海外游学越来越红
火，有其规律可循。2010年，省外侨办、
省教育厅启动了“千校结好”行动。至
2015年底，全省中小学已与近30个国
家及地区共建 1200多对友好学校。
2017年，我市有30多所学校获评千校
结对特色学校，学校之间的来往越来
越频繁。而2010年、2015年也正是我
省学生出国游学兴起、发展的节点。

游学热反映了一座城市教育的
国际化程度，对学校而言也是一样。
采访中，鄞州区一所学校的老师说，
中心城区学校走国际化教育之路已

成必然。有些家长需要通过早期游学
让孩子更好地了解国外文化，为将来
出国留学做准备。而学校需要更广阔
的发展空间，更多元的教育管理模式，
学习国外好的理念，融入自己的特色，
走出一条现代化学校发展之路。

融入了学校元素的游学，让家
长们更放得开。这类游学一半以上
行程在结对学校里，属于游学深度
游中的优质产品。

游学模式日趋成熟，是业内对
当下游学市场的一致看法。然而，说
起价格却有些雾里看花。与普通旅
游团相比，游学团价格往往要高些，
而且差异很大。记者查询旅游网后
发现，同样是全真英语课堂游学，有
近 3 万元的英伦深度游，也有类似
夏令营的 4000元上下的国内游。同
样是国外某一地的深度游学，价格
也相差数千元至上万元不等。

采访中，记者发现家长们对待
游学看法不一。有人觉得一趟近 3
万元的国外游学很值得，扣去签证、
机票、保险和吃住行等开销，游学的
附加费用不多。游学能去国外优质
学校深度体验，又有平时难得的同
伴教育，这两项足以让家长爽快掏
钱。也有家长认为一趟数万元的游
学，相当于一个家庭两三个月的开
销，还是省省算了，不跟风。

学校的态度始终很中立，“游学
不是成长的必需品，仅是一种选
择”。游学由学生自愿报名，然后根
据线路要求层层选择适合的孩子，
既不鼓励也不反对。

那么，市面上的游学产品该怎
么选？业内人士提议，应综合考虑孩
子游学目的、爱好、年龄，还要综合
游学机构的品质、服务能力，再结合
自己的财力进行综合评估。很多时
候并不是贵的就好，适合自己的才
是最好的。

游学，说白了就是想通过独立外
出帮助孩子开阔视野、塑造独立个
性、提升社交和处理各类问题的能
力，同时学到知识、感受不一样的文
化。游学特别是海外游学不是刚需，
家长应当理性对待，切勿盲目跟风。

在挑选游学项目时，业内人士
建议，先考虑清楚孩子哪些方面需
要加强，目的是什么；要细细研究游
学产品设计，若是泛泛地“到此一
游”而学习内容只是辅助的，不建议
选；再看产品价格，四五万元甚至更
高的要小心，因为期望值越高，与现
实的落差就越大；四看操作机构是
否有成功案例，是否一手资源对接，
避免通过二道甚至三道贩子出国游
学。对类似的游学产品要货比三家，
在详细了解收费、项目安排和安全
保障后再做决定。

另一位资深人士建议，选择有
相关旅游资质的教育机构。一般选
择游学的学生也有意向去留学，教
育机构会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制
定合适的游学路线及后期学习计
划。在注重游学产品性价比的同时，
家长也得结合孩子的长远目标比如
今后打算去哪里留学、学什么专业，
再去挑选相关产品。

从短短数日的夏令营，到国内游学，再到两周左右的海外游学，这些年，宁波孩子的游学路越走越远——

海外游学越来越火，理性对待莫跟风

今年暑假，鄞州区首南第一小学学生参加了为期半个月的英国克里夫
顿学院游学之旅。 （李萍 摄）

制图 韩立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