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广告产业园区房租补助企业名单公示
根据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关于支持宁波广告产业园区发展的实施意见》（鄞政办发〔2013〕

241号）文件精神，在宁波广告产业园区管委会和鄞州区财政局全面审查企业基本状况的基础上，特决定给以下37
家企业给予政策补助。现予以公示，为期7天。如有异议，请与宁波广告产业园区管委会联系，联系电话：87426502。

房租补助企业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合计

公司名称
宁波云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艺外艺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启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悦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旗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无限道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星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源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优印广告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聚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泓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牧远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黑幻动漫有限公司

宁波易结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市形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博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一起拍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思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图璟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常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暖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元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大器空间设计有限公司
宁波求学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市野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梵克物语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宁波众鑫博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盛郑艺唐互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中桓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极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宁波卡芮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千米木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建筑设计分公司

宁波恰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宁波腾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博睿文化传媒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银台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补助时间区间
2017.1.1-2017.12.31
2017.4.1-2018.3.31
2017.4.1-2018.3.31
2017.1.20-2018.1.19

2016.12.26-2017.12.25
2016.6.27-2017.6.26
2017.6.5-2018.6.4

2017.1.1-2017.12.31
2017.5.1-2018.4.30
2017.1.1-2017.12.31
2016.7.2-2017.7.1

2017.4.15-2018.4.14
2017.7.1-2018.6.30
2017.5.22-2018.5.21
2017.1.1-2017.12.31
2017.5.25-2018.5.24
2016.4.15-2017.4.14
2017.6.5-2017.6.4
2017.3.6-2018.3.5

2017.1.15-2018.1.14
2016.1.1-2016.12.31
2016.9.5-2017.9.4

2017.6.15-2018.6.14
2017.3.28-2018.4.15
2016.9.21-2017.9.20
2016.6.30-2017.6.29

2016.12.28-2017.12.27
2017.5.20-2018.5.19
2017.1.1-2017.12.31
2017.7.1-2018.6.30
2016.9.8-2017.9.7

2017.6.20-2018.6.19
2017.5.15-2018.5.14
2017.1.1-2017.12.31
2017.2.15-2018.2.14
2017.10.1-2018.9.30
2017.1.1-2017.12.31

租赁面积（㎡）
272.63
175
240

299.1
225.61
279.66
210
100
180

246.99
238
70

249.3
169.4
298
300

106.2
115

432.06
292.93
86.7
130
87

288.44
160.28
283.05
160.29
300

366.99
166
255
110

1084.75
348
265

427.53
318.08
9336.99

补助金额（万元）
9.95
6.39
8.76
10.92
8.23
10.21
7.67
3.65
6.57
9

8.69
2.56
8.56
6.18
10.88
10.95
3.88
4.2

10.95
10.7
3.16
4.75
3.18
10.53
5.85
10.33
5.85
10.95
10.95
6.06
9.31
4.02
5.48
10.95
4.84
5.48
5.48

276.07

宁波广告产业园区管委会
2018年10月29日

因逸夫路南段二期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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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关
于逸夫路南段二期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镇政发

〔2018〕 34 号），决定征收逸夫路南段二期工程项目
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为：北至翰香景庭、南至宁镇路、
西至逸夫路、东至河道。本项目涉及房屋建筑面积约
0.75万平方米，非住宅2家。

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宁波市镇海区房屋征收办公

室，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房屋
拆迁事务所。

三、本征收项目签约搬迁期限为30日，具体起止日
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公告。

四、本公告公告期限为 1 日，逸夫路南段二期工程
项目房屋征收决定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生效。

五、逸夫路南段二期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可
见镇海区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zh.gov.cn） 或者
征收项目现场公告。

被征收人对本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
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自征收决定公告期限届满起六个月内向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26日

关于逸夫路南段二期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NINGBO DAILY12 民生//广告
2018年10月2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金晓东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张立 史媛） 古树参天、花海绚
烂、木质栈桥、古朴游步道……经
过近两年多保护性建设，金秋时
节，拥有宁波规模最大古树群的原
海曙区章水镇茅镬村变身茅镬古树
公园，免费开放，成为四明山区域
旅游新亮点。

“公园占地近 30 亩。”据章水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2012 年茅镬
村因受地质灾害影响整体搬迁至洞
桥镇，村民搬走后，为保护这片古
树资源，相关部门确定在此打造一
个以古树为主题的公园。

茅镬村的这片古树群被茅镬村
民称为“龙尖头”，主要有榧树、
银杏、红枫、金钱松等，大部分树
龄在 500年以上，有的甚至超过千
年。其中，有棵被称为“万木之
冠”的金钱松，树高 52 米，其胸
径和单株蓄积分别为全国之最，是
名副其实的“金钱松之王”。此外
还有 96 棵古树被市林业部门列入
保护对象，经过中央林科院检测树
龄在600年以上的古树有52棵。古
树密集而完好，主要得益于一则世
代相传的禁伐护林祖训，茅镬人和
这片郁郁葱葱的林子结下了不解之

缘。
2016 年，古树公园打造工程

启动。建设古树公园的目的是保护
古树，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展现古树
元素，让“每一棵古树都能讲故
事”。因此，公园的打造采用整理
式修缮，犹如针线活，“慢工出细
活”。公园布局完全跟着古树来规
划，坚守的原则是不能“碰到”古
树，不能影响古树生长。

茅镬古树公园里除了保护完好
的古树群，还开辟了几处最佳摄影
点。狮子岩就是其中一景。这块
在半山腰上自然形成的奇石，从

远处遥望犹如一头雄狮；此外沿
山而建的亲水栈道可以满足游客
登山赏景看水的享受。而几处旧
村遗迹附近则种上了五颜六色的
鲜花，成为游客拍照取景的最美背
景。

“接下来，我们将会重点加强
日常管理，引导游客文明观赏。”
章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眼下恰逢
赏秋最佳时期，这几天，陆续有游
客来公园观赏，特别是周末，游客
络绎不绝。希望游客来游玩时能爱
护古树，保护环境，共同呵护这片
古树群。

海曙茅镬村变身古树“王国”

茅镬古树群主题公园免费迎客

本报讯 （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连晴模式开始，阳光明
媚，枫叶渐红，秋光正盛。受
冷 空 气 和 夜 间 辐 射 降 温 影 响 ，
昨 晨 全 市 大 部 最 低 温 跌 破
10℃，创入秋以来新低。本周
甬城依然高唱“小晴歌”，十分
适宜赏秋出游。

近日连续晴朗，甬城天气一
天比一天干燥。未来几天，宁波
晴天“单曲循环”，每天都是阳光

大派送，但昼夜温差大。“白露身
不露，寒露脚不露。”这句谚语提
醒大家：白露节气一过，穿衣服
就不能再赤膊露体；寒露节气一
过，应注重足部保暖。寒露以
后，我国大部分地区在冷高压控
制之下，雨季结束。天气常是昼
暖夜凉，晴空万里，一派深秋景
象。

根据预报，今天到 31日晴到
多云，1 日起多云天气为主。本
周我市最低气温 9℃至 11℃，最
高气温 20℃至 23℃。近期天气干
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大家
需及时补水，多吃滋阴润肺食
物，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本周甬城高唱“小晴歌”

本报讯 （记者杨绪忠 通讯
员杨慧婷） 昨晚,东部新城指挥部
发布消息，宁东路延伸段 （学苑
路至盛梅路段） 于今日凌晨开始
通车，这标志着东部新城区域首
条东西向交通主动脉宁东路全线
建成，为东部新城东片区的全面
开发奠定了基础。

10 月 24 日，宁东路延伸段
（学苑路-东外环） 工程顺利通过
通车验收，盛梅路至东外环段将
结合东外环快速路改造工程进度
择时通车。

宁东路是惊驾路的延伸。从
外滩大桥至世纪大道段为惊驾
路；从世纪大道至东外环段，则
被更名为宁东路。宁东路延伸段
位于东部新城东片区，西起学苑
路，东至东外环，长 2449米，宽

48 米。建设标准为城市主干道，
设计车速为每小时 60公里。建设
内容包括道路、桥梁 （4座）、给
排水、其他市政管网以及绿化、
路灯、交通、环卫等配套设施。

宁东路延伸段是联系东部新
城核心区与未来的明湖居住区以
及邱隘、五乡区域的一条主干
道，是构建东片区后塘河以北区
块的骨干交通路网。随着宁东路
延伸段的建成，东部新城的污水
排放体系也重新架构，污水向东
经宁东路排入东环南路主干管。

工 程 设 计 以 实 现 东 片 区 高
效、安全、生态、协调的整体建
设为愿景，绿化种植以中山路乔
木种植为样板，并全面应用海绵
技术收集雨水、浇灌绿植，实现
生态自我平衡。

东部新城首条东西向主动脉建成

宁东路延伸段今起通车

本报讯 （记者徐欣 杭州湾
报道组胡玮 通讯员王桂林） 宁
波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千顷芦花
如约盛开。2018 宁波杭州湾国家
湿地公园芦花节暨“芦花仙子”
选拔活动日前开始，将持续至 11
月 25 日。今年，“芦花仙子”选
拔赛分4大赛区进行。

2018 宁波杭州湾国家湿地公
园芦花节秉承“芦花缘·搜索

爱”主题，以公园内全长 1 千米
的爱情游线为载体，让游客漫步
在 11个意喻“一生一世”爱情历
程的小景点中，慢慢体会从初
识、相恋、结婚，一直到白头偕
老的浪漫、温馨与感动。

与往年不同的是，“芦花仙
子”选拔成为贯穿今年芦花节的
一大亮点。最终评选出“芦花仙
子”，成为公园芦花的形象代言。

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千顷芦花盛开

芦花节暨“芦花仙子”选拔赛启动

图为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一景。 （卓松磊 徐欣 摄）

昨天下午，一场以“爱留
宁大·灼灼芳华”为主题的校友

集体婚礼在宁波大学田径场举行。
宁波大学副校长冯志敏为新人证

婚，32 位“校友最想见的老师”将母校
为新人们精心定制的婚戒和婚姻证书送到每

位新人手上。新人们交换镌刻着宁大校徽和
“NBU”字样的对戒，承诺从此相濡以沫，一生

相伴。
据悉，参加此次“爱留宁大”校友集体婚礼的 32

对新人中夫妻双方均为宁大校友的有 17 对。这些新人
中，有结婚20年的“瓷婚”夫妇，也有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

新婚夫妻，甚至还有一对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留学生夫妻。
（严龙 董琢 摄）

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
留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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