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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沈庭苑（建庄 4号地块）安置房正在进入验收阶段，
根据《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房屋拆迁
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和石碶街道拆迁办公室签订的机场三
期扩建工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约定，为保障被拆迁户根据
协议及时抽签安置的合法利益，我办将启动安置房套型申
报工作，具体通告如下：

一、情况说明：我办已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10 月 26
日在汪家村村委会进行集中套型申报，考虑到部分拆迁户
外出等原因，现进行再次申报套型；

二、再次申报套型时间为 2018年 10月 29日—2018年
11月1日（每日申报时间为8：30—11：15，13:30—16：30）；

三、再次套型申报地点：海曙区人民政府石碶街道办
事处（司法楼1楼会议室）

四、面积分档情况：共分 7 个档位，分别为 65 平方米
档、75平方米档、85平方米档、95平方米档、105平方米档、
115平方米档、125平方米档（最终面积以不动产权登记部
门登记的面积为准）。

五、注意事项：1、申报套型的拆迁户请携带好原签订的协
议及协议人户口本和身份证。

2、本次申报套型结束后，将根据申报结果进行姜沈庭
苑安置房第一次住宅房屋定位抽签，若申报的某一套型的数
量多于实际房源的，先进行入围资格抽签。

3、未申报套型的被拆迁户视为自动放弃参加姜沈庭苑安
置房第一次住宅房屋定位抽签资格，且我办于姜沈庭苑安置
房第一次定位抽签之日起停发过渡费，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被
拆迁户自行承担。

4、套型申报者若对有关政策不明，可在套型申报现场咨
询，有我办工作人员进行答疑。

5、未申报套型的被拆迁户若未在本通告期限内申报套型
的，我办将在第一次姜沈庭苑住宅房屋定位抽签结束、结算完
毕后，再另行安排时间进行申报，具体再另行通告。

特此通告。
海曙区石碶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2018年10月29日

关于姜沈庭苑安置房套型申报通告

11月5日星期一
江北 庄桥街道四斢新村部分用

户(8:00-15:50)
11月6日星期二
海 曙 集 士 港 镇: 佳 诚

(5310100442)、车 轮 (5310100436)、夏 风
(5320128189)、雁 鹏 (5320280724)、祥 和
(5318088686)、王斌(5320186898)、神光车
业(5002191573)、巽丽(5320168876)、尚杰
(5320087350)、六舟(5310113790)、仁利光
伏(5318029078)、红蔚(5310114020)、华艺
(5310113770)、科 伟 (5310602201)、宁 阳
(5320147597)、信谊(5318000016)、湖山村
一带、城综集士港一带、岳童村一带、新
后屠桥村一带(8:30-14:30)杜岙 1 号公
变、杜岙 2 号公变、年岙 1 号公变(9:30-
12:30)德天服饰、上水碶 5 号公变、洞桥
王寅塑料、上水碶桥头王2号公变(7:00-
14:30)

江北中马街道浮石社会西区一带
（8:30-16:20）慈城镇市委党校物业专
变（8:00-16:00）慈城镇制冷自控元件厂

（8:00-16:00）
11月7日 星期三
海曙 镇明小区居民(9:00-16:45)

古林镇:帝鑫、回纺厂、针衫、拉富俟、水
泵、华祺、甬江、农机厂、翰德林、福利

厂、城综古林一带(08:30-16:00)潘家耷7
号公变(08:00-15:30)

江北 慈城镇白米湾陆家(9:00-16:
00) 慈城镇恒平金属制品厂、科腾磁业
有限公司（8:00-16:00）

11月8日 星期四
海曙 集士港镇:祝家桥一带(08:

30-16:00)集士港镇:集士港充电桩(08:
30-16:00)明达特种钢(08:30-16:00)

江北 庄桥街道姚家村、童家村一
带、路灯箱变、三江潮物流、祥生材料（8:
00-15:50）慈城镇虹星村、戚家桥村、后
庙村、半浦村、渡头翻水站、半浦砖瓦
厂、半浦排涝站、潺头浦翻水站（8:00-
15:50）

11月9日 星期五
海曙 横街镇:宇涛(8:30-16:00)利

国 锻 造 (5320100414)、建 筑 机 械 厂
(5310210192)、宁锋电镀(5310210231)(8:
00-15:30)

江北 孔浦街道海达京汉（8:30-
13:30）庄桥街道维科置业、宁波建设集
团（9:00-16:30）

增加：
10月29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管理委员会、海泽市

政、亮心汽车、云峰物流(8:00-11:15)
10月30日 星期二
江北 甬江街道中铁房产（9:00-

14:00）
11月1日 星期四
杭州湾新区管理委员会、超视界、

铁塔（9：00-16：30）大通开发股份、海星
村部分地区、万祥水产、海星农贸市场
经营服务、正良涂料实业、易邦旅业传媒

（7：30-14：30）
11月2日 星期五
杭州湾新区西二盐场鱼塘、西二渔

场、慈溪市西二渔业专业合作社、宁波海
福园林开发有限公司、（9：00-14：30）富
民村部分地区、浙江省建工集团、新建村
部分地区、宁波杭州湾新区征地安置办公
室、庵东镇人民政府（环卫站）、宏兴村部
分地区、慈溪市公路运输有限公司、广达
电器厂、宁波海鹏电器有限公司、兴达塑
料、正翔塑业、宁波天杰电器有限公司、慈
溪市永富电器有限公司、宁波甬铁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 （7：30-10：15）

11月4日 星期日
杭州湾新区虹桥村部分地区、大桥生

态农业、慈溪市长河镇开发造地项目、庵
东镇政府桥南村经济合作社、管理委员
会、庵东镇人民政府、宁波杭州湾新区桥
南水产养殖场、西二大云盐场鱼塘、庵东
镇水产养殖场、西二盐场鱼塘、宁波杭州
湾新区海泽市政投资有限公司、珠江村部
分地区、周巷镇人民政府、农场渔业八一
六队（7：30-14：50）

取消：
10月31日 星期三
江北 甬江街道中铁房产（08:30-

14:00）
宁波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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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海） 记者从体
育部门获悉，《宁波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全民健身实施
计划加快体育设施规划建设的通
知》从前日起正式施行。该通知要
求，宁波要围绕城市社区十分钟健
身圈建设，“十三五”期间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 2.2 平方米以上，切实保
障广大群众的体育健身活动权益。

据了解，通知要求，新建住宅
项目必须配建室内体育场馆，具体
标准是：10 万平方米 （含） 以上
的居住项目配置建筑面积不少于计

容面积 5‰的室内体育场馆设施；
5万平方米至10万平方米的居住项
目配置建筑面积不少于 350平方米
的室内体育场馆设施；5万平方米

（含） 以下的居住项目可配置建筑
面积不少于250 平方米的室内体育
场馆设施，也可由属地政府异地
统筹建设，具体在土地出让前予
以明确。对成片新建居住区，可按
片区规划集中建设室内体育场馆设
施；对城市棚户区改造地块无法配
建的，可由属地政府在区域内统筹
建设。

推广“公园+体育”模式：新
建、改建公园绿地应按项目占地面
积不低于 5%的要求配建体育设
施。鼓励在有条件的区域设置小型
运动场馆及运动船艇码头等。扶持
发展各类户外运动、科学利用水利
堤岸设施、共建共享学校体育设
施、完善海洋运动基础设施。积极
支持自行车、登山、户外拓展、露
营等户外运动项目基地建设，建立

“点、线、面”立体、多元的户外
运动设施体系。

街道、社区在推动体育设施建

设方面：通过“三改一拆”、小城
镇环境综合整治、“四边三化”、

“两路两侧”整治等行动，利用闲
置厂房、仓储用房、传统商业用
房、农村闲置房等存量房产和桥下
空间，整合边角地、低效地等闲置
土地资源建设体育设施。鼓励和支
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设施建
设。其中街道级体育综合场馆建筑
面积不低于 2000 平方米，社区级
体育场馆建筑面积不低于 250平方
米，积极面向公众开放，满足群众
健身需求。

宁波新建住宅项目
必须配建室内体育场馆设施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网络
大 V、设计师、律师、外企高
管……由鄞州各界人士自编自
导自演的原创舞台剧《唤醒心力
量》昨天在保利大剧院上演。

《唤醒心力量》 讲述了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互相帮助的故事，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指私营企
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
媒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群
体。鄞州区约有 6万名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平时他们会聚在区委统战
部打造的“鄞地新力量”品牌之下，

“共筑同心圆”。鄞州区委统战部有
关负责人表示，《唤醒心力量》让观
众感受到了宁波这座城的大爱。

据了解，在《唤醒心力量》打造
过程中，这些跨界参与的青年，用
奋斗精神把“不可能”变成了“可
能”。无论是编导组成员还是演员，
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策划、采访、讨
论、排练，付出了许多心血。

原创舞台剧《唤醒心力量》传递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近日，
第三届宁波国际摄影周在东钱湖畔
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宁波艺术中心开
幕。这次活动主题聚焦“乡村影
像”，来自国内外的 350 余组作品
全方位反映中国乡村改革开放 40
年沧桑巨变。

据了解，本届宁波国际摄影周
影像展览部分包括两个致敬展以及

12个影像单元，展出摄影作品 350
余组，其中包括来自美国、英国等
国家的16位外国艺术家和300位中
国艺术家的作品。其中最具分量的
展览是中国著名纪实摄影师张新民
和晋永权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创作的

《流坑》《最后的汉族》 两个展览。
他们将古村最有历史价值的东西、
最真实的心声以及古村面临的问

题，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一一呈
现。两位摄影师还举办了摄影讲
座，讲述照片后面的故事。

这次展览另一个亮点是对余姚
市梁弄镇横坎头村用镜头从不同的
角度进行剖析和呈现。展览前，主
办 方 面 向 全 国 召 集 了 10 名 摄 影
师，他们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文
系博士、有北京大学的程序员、有

复旦大学的宗教学硕士，还有影视
人类学硕士、纪录片导演、专业摄
影师、艺术家、在校学生等。他们
于今年国庆期间在横坎头村采风 7
天，最后把横坎头村“搬”进了展
厅。通过图片的技术分类和艺术组
合，横坎头村全面立体地呈现在观
众面前。

据悉，本届宁波国际摄影周除
了影像展览，还有纪录片播放、手
工书陈列、现场对话、讲座板块等
24 个子项目。本次活动由宁波市
文联主办，中国摄影家协会宁波艺
术中心、宁波市摄影家协会承办。

第三届宁波国际摄影周开幕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胡
燕 实习生俞佳雯） 第四届浙江全
民阅读节暨 2018 宁波书展·宁波
读书节本周即将开幕，记者昨日获
悉，全市范围内的论坛讲座、展览
展示、读者见面会、签售发布、互
动推广等各类阅读推广活动有 200
多场，购书还有各种优惠。

在主会场宁波国际会展中心，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著名畅销
书作家张嘉佳等将与读者见面互动；
11月4日下午，当代著名作家、散
文家、诗人林清玄携新书《换个角
度看生活》 将在 1号馆中心舞台分
享他独有的人生感悟。

11 月 2 日下午，“书香之城”
主题分享会将在海曙区举行，来自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人民日报
社 、 喜 马 拉 雅 等 的 专 家 将 围 绕

“书香之城”建设路径进行分享研
讨；10 月 30 日至 11 月 2 日，中国
出版传媒商报社和宁波新华书店
集团有限公司将共同主办 2018 全
国社店营销实务对接会，着眼于
新 时 期 出 版 社 、 书 店 交 流 与 对
接，通过举办颁奖典礼、高端对
话，就社店营销方式创新、拓展
进行探讨与思考。此外，包括宁
波新华书店集团 （直营门店）、民
营书店等实体书店门店及各地图

书馆、社区书屋、阅读团体等，将
承办 200多场阅读活动，与主会场
联动，方便各区县 （市） 读者就近
参与。

今年宁波书展邀请江苏省作为
主宾省，组织了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
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凤凰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等
18 家出版社参展。江苏展团准备
了近千种精品图书参展，读者在购
书的同时还将欣赏到扬州中国雕版
印刷术现场演示，资深早教讲师彭
金陵、王建荣、文岚、李青等将与
读者进行面对面交流。

书展充分考虑青少年这一全民
阅读重点群体的需求，少儿综合馆
将展出 7000 种 5.1 万多册儿童书
籍，设有许多造型各异、新颖有
趣的互动区，“作文魔法导师”何
绮华、“诺米姐姐”许诺晨等深受
青少年读者喜爱的作家将做客书展
现场。

本届阅读节在突出全民阅读活
动的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注重社
会效益，坚持需求导向、惠及群
众。500 多家出版社的 6 万余种图
书，能充分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
次读者的需求。市民在国际会展中
心展区零售场馆购书，可享受 8折
优惠；在聚划算区域，可享受低至
5折的优惠；宁波新华书店各直属
门店将推出电子红包活动，购书消
费满 59 元即可使用价值 20 元的红
包一个。

宁波书展将推出200多场活动

【紧接第1版①】“先期试种 600 株
‘红美人’，如果种植成功，后期将
打造东北最大的‘红美人’采摘基
地。”延边州中景园林建设有限公
司技术员陈卫延说。

对于“红美人”的种植，陈卫
延的信心来自眼前的自动化大棚：
可以自动控温，确保与宁波当地的
种植温度相当。“整个琵岩山项目
宁波投入 2000 万元援建资金，建
好后可以使得 3 个乡镇 10 个村 518
户贫困户的 875 人受益。”延边宁

波帮扶工作队队员吴晓说。
象山大白鹅千里迢迢来延边

“扶贫”，则缘于宁波帮扶工作组的
一次调研。他们发现，龙井的夏
天比象山凉爽，这里的温度和湿
度适宜鹅的生长和产蛋，在龙井
养殖象山大白鹅有利于填补南方
鹅产蛋淡季的销售供给。这个大
白 鹅 项 目 计 划 总 投 资 700 万 元 ，
宁 波 已 投 入 帮 扶 资 金 300 万 元 ，
养殖鹅苗预计 2 万羽。同时，通
过“公司+农户”协作养殖模式，

可确保大白鹅销路无忧，项目投入
运营后可带动 402 户 711 名贫困群
众增收。

“补短板”，产业合作添动力

在延边新兴工业集中区，由杉
杉集团投资 20.2亿元、年产 1万辆
国泰新能源电动汽车项目焊装与总
装车间的桩基工程已经完成。“预
计明年 10 月，第一辆新能源电动
汽车将下线。”新兴工业区管委会

招商四局副局长黄美花告诉记者，
该项目在建设期就可以安排贫困人
口就业岗位 1000 多个。项目达产
后，年销售收入预计为 56 亿元，
缴纳税金2亿元。

让黄美花更为感慨的是，该
项目不仅盘活了停滞 12 年的国有
资产，而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汽
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前来洽谈落
户。

高质量的对口帮扶，离不开产
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今年以来，
已有 500多家宁波企业前来延边州
考 察 ， 目 前 有 10 家 企 业 落 户 延
边，协议总投资 27.78 亿元。浙江
康熙乐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近
5000 万元的学生餐饮配送项目就
是其中一个。该公司副总裁马宏告
诉记者，目前项目已投运，不仅让
敦化市 2万多名中小学生吃上了安
全午餐，更为该市 246名贫困学生
提供免费午餐，为当地解决就业岗
位110个。

【上接第1版②】为做好招商
“功课”，通宵熬夜、假期加班成了
励映忠招商团队的“家常便饭”。在

“电咖博氢”项目谈判前，他们经常
拿着计算器，逐条梳理计算项目商
务条件，几经易稿后敲定商务条
款。当项目方接到慈溪提出的方案
后，惊讶地问：“你们是不是有一个
庞大的精算师团队，能在那么短时
间提出这么精准的谈判条款？”电
咖汽车董事长兼 CEO 张海亮坦
言：“我们选择慈溪，除了当地具有
完善的产业配套优势，更看重的是
政府的诚信和干部的实干。”

“引进一家，带动一批，辐射一
片”。在招商人员的穿针引线下，正
大集团、中集集团、爱科集团三家
世界 500强企业正在慈溪联手打
造亚洲最大的农牧业机械制造基
地。“目前，两大产业项目正在稳步
推进中。其中，我们集团与爱科集

团打造的畜禽自动化养殖设备生产
基地有望下月开建。”正大慈溪现代
农业生态产业园负责人王庆军说。

慈溪良好的招商环境以及招商
团队的“保姆式”服务，给王庆军留下
了深刻印象。今年，正大集团与中集
集团合作的散装饲料、畜禽运输车项
目在审批过程中，受到了相关政策变
化影响，“商务局工作人员获悉后，主
动帮我们与上级有关部门沟通，阐释
该项目生产车辆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经过1个月的积极协调，最终项目审
批顺利通过。”王庆军说。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当前，慈溪正处于推进‘二次创
业’、实现‘二次腾飞’的关键时期。
今后，我们将加大全产业链和平台
型企业招商力度，引进一批具有发
展潜力的大项目，吸引上下游企业
集聚发展，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励映忠说。

【上接第1版③】我市高度重
视票决制工作的总结推广和固化
提升。市人大常委会自2010年起，
先后赴相关乡镇和区县（市）深入
调研、总结经验、征求意见。2013年
初，市人大常委会出台指导意见，
决定在全市乡镇推行票决制，这为
票决制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这也是全国地市层面首个统
一规范政府实事工程代表票决制
工作的规范性文件。意见要求乡镇
人大跟踪实事工程实施情况，有计
划组织人大代表开展视察、调研活
动，掌握工程实施动态。政府实事
工程完成或进展情况要在乡镇人
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上进行报
告，视情由代表进行满意度测评。

该指导意见的出台，标志着
我市成功完成了县级和乡镇人大
代表票决政府实事工作模式的创
制。通过群众“点”单、代表票决、政
府“做菜”，实事工程从“领导拍板”
到“代表票决”，从“为民做主”到

“由民做主”，从“一厢情愿”到“你
情我愿”，从“一人撑船”到“众人划
桨”。经过多年的探索，代表票决制
已经成为我市人大工作和基层民
主政治建设的一张亮丽名片。

2013 年开始，我市积极推进
票决制向街道延伸。2017 年，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了《关
于街道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
表会商制工作的指导意见（试
行）》。到 2018 年底，全市 69 个街
道将全部实施会商制工作。

“宁波经验”迸发新活力

我市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的
实践创新得到省人大常委会的高
度关注。2016 年通过的《浙江省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条例》，将
宁波的票决制做法正式写入地方
性法规。

2017 年 3 月，省人大常委会

在我市召开全省人大推进“民生实
事项目代表票决制”工作现场会。7
月，省委办公厅发文要求各市、县

（市、区）全面推广民生实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制，在 2018年实现市县
乡的三级全覆盖。8月，市委下发了

《关于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
票决制工作的意见（试行）》。10月，
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实施民生
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的决
定》。2018年初，市人代会通过了《民
生实事项目票决办法》。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通过《关于对民生实事
项目开展跟踪监督的实施方案》，由
此形成票决制工作制度体系。

今年，全省11个市、所有县乡的
人代会，有了一项重要议程——人
大代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宁波市、
县、乡三级分别票决产生民生实事
项目 10 个、96 个和 586 个，安排资
金分别达到 220 亿元、234 亿元和
147亿元。从投票结果看，代表票决
出的项目，具有很强的普惠性和公
益性，实现了“群众想什么，我们就
干什么”的工作导向，实现了财政资
金投向的精准高效。

今年，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了 10
个项目监督组，会同市人大代表开
展跟踪监督，确保项目顺利落地、如
期推进、取得实效。在明年市人代会
上，市人大常委会将要求市政府报
告完成情况。

“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有
效激活了人大职权，做实了决定，特别
是基层乡镇人大工作有了具体抓手；
紧密了代表与群众的联系，激发了代
表履职热情和内生动力；融合了协商
民主和票决民主的优势，推动了决策
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余红艺
说，下一步，我市将汇总各地实施票决
制情况，深入调研，动态分析，总结经
验，查找不足，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完
善民生实事候选项目产生办法，深化
开展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后实施的监督
评估工作，推动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