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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点亮了一扇又一扇城市
之窗？由宁波日报在内的全国 30
家主流媒体联合发起的“推动中国
城市进步的力量大型使命鉴证行动
暨 2018 中国地产荣誉榜”评选近
日启动。目前，候选楼盘已经在中
国宁波网页面上一一展示。

在候选榜单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房产公司深耕宁波的足迹，比
如万科房企，作为在宁波开发楼盘
最多的开发商之一，城市的很多地
段都有万科的身影。万科的未来广
场、未来之光、桂语里、格拉美
西、万科印、白石湖东等楼盘，根
据不同消费群体的置业需求量身打
造，一经推出，就受到了购房者的
追逐。在宁波成功打造热销楼盘的

中国金茂，此次在海曙推出的金茂
府，是联合招商蛇口、华发股份三
大企业打造，依然延续府系的精工
标准。中海近几年的动作也频频，
宁波湾、湖心半岛、学仕里、枫桥
里相继推出，也受到了购房者的喜
爱。此外，中铁建青秀澜湾、九唐
酌月台、金地风华东方、北宸府、
中旅城、雅戈尔江上、桃李一品、
上湖城章、融创杭州湾壹号院、保
利乔登国际、凯德上江邑、新希望
堇天府等楼盘都亮点纷呈。

自 2004 年 开 始 ， 由 广 州 日
报、深圳特区报、解放日报、扬子
晚报、成都商报等国内 30 余家主
流媒体联合发起的“中国主流媒体
房地产宣传联盟”，创办了一年一

度的“中国地产荣誉榜”，迄今已
推选至十五届，全国联评，共同发
布，已然成为业界极具公信力及权
威性的评选。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宜居生态
最为多样性的城市群，其标杆性的
进步意义极大地丰富了世界城市发
展史。放眼中国每一座城市的灼灼
风华，可以清晰感触到每一个房企
品牌的初心。

中国主流媒体房地产宣传联盟
30 家责任媒体，正式启动“推动
中国城市进步的力量大型使命鉴证
行动”，是宜居中国城市发展历程
标志性成果的集中展示，具有不可
替代的鉴证意义。

本届中国地产荣誉榜更加鲜明

地凸显地产在推动中国城市进步中
不可替代的力量。特别设立了“2018
宁波最具影响力楼盘”“2018 宁波
最具人气楼盘”“2018 宜居宁波典
范楼盘”“2018 品质宁波经典楼盘”

“2018 健康宁波生态楼盘”“2018
创新宁波示范楼盘”等奖项。

宁波日报每年都将宁波地区优
秀的房地产项目推向全国，为企业
扩大知名度、打响全国战略做出了
积极的铺垫。活动期间，宁波日
报、宁波日报微互动、中国宁波网
等媒体将每周不间断报道活动进
展，宁波民生 e点通、天一论坛共
同参与互动。榜单将于 12 月份揭
晓。

（王颖）

2018“经典楼盘”大盘点
火热进行中

开业 13 年，每年平均接待
BMW&MINI 进 店 客 户 10 万 余
位，交车4万多台，已经超过34
万名BMW&MINI客户选择在宁
波宝恒为爱车做维修保养；

社会公益方面，专为儿童组
织的安全训练营、进宁波市特教
中心献爱心、每年为贫困地区捐
赠爱心物资……13 年爱心之路

筑建，宁波宝恒步履不停；
宁波市第十三届消费者信得过

单位、2017 年度服务业先进奖，
宁波宝恒日前喜获两个市级年度大
奖，成为行业翘楚；

是什么让一个汽车 4S 店如此
活力四射，迸发着品质企业的光
芒？笔者随机采访了宁波宝恒店的
客户，借此一探究竟。

品质在宝马 服务在宝恒

近日，澳门航空宁波航线迎
来了开航 8周年，宁波营业部也
推出了一系列特惠。

宁波直飞澳门经济舱往返票
价 200元/人 （不含税），宁波联
程 曼 谷 往 返 500 元/人 （不 含
税），宁波联程岘港往返 700元/
人 （不含税）。在超值运价的基
础上，澳门航空也为宁波及湖
州、嘉兴、绍兴、金华、台州、
温州、衢州、丽水、舟山地区旅

客送去地面交通补贴，通过澳门航
空官网或指定渠道购买澳门航空宁
波始发至澳门单程或往返机票，可
于澳门航空宁波机场柜台申领地面
交通补贴。

据悉，澳门航空的登机牌在澳
门还能享受多项优惠，例如各大合
作商铺的优惠折扣，免费换领现金
抵用券及餐饮券，也可凭澳航登机
牌免费换领巴黎人铁塔 7层观景台
等。 （王颖）

澳航宁波迎来开航8周年

12月2日，杭州湾大湾区时
代之作、由碧桂园和中南置地联
袂打造的杭州湾·海上传奇湾境
生活馆暨星海示范区以全新示范
区构建理念开放。

杭州湾·海上传奇将时代湾
区蓝海揽纳其中，入目所及皆是
蔚海派世界，海天一色的舒适感
受，受到众多到访者的称赞。

以唯美优雅的演绎成为时尚
典雅的代表作，这片梦幻之地在
大师深情演奏下化身重现海上钢
琴师的意境，网红布朗熊的快闪
则将大家从美好梦境中拉回到湾
境，将示范区乐园式的欢乐感受
带给这座城市。

星海示范区将多处网红打卡
地自然串联，行走其间，让人倍
觉新奇，除了海天一色、雪浪桥

等适合大家共赏的佳境外，还有老
船长乐园、鲸鱼浪等儿童娱乐区。

这里把自然守法融于社区的每
个角落，恰好达到建筑与花园交相
辉映的均衡感受，在兼得世界湾区
特质的同时，也流淌着别具特色的
东方雅韵。

杭州湾·海上传奇以“一座城
市即一座花园即一个家”的匠筑
理念，作为都会邮轮人居理念扬
帆起航之地，为广大市民带来了
一种全新的、向海而生的美好。
乐 园 式 的 规 划 构 建 打 破 时 代 常
规，赋予示范区美好遐想，以品
质和生态为城市精英带来美好生
活的归属。园区以大胆的文旅设
计 致 敬 行 走 世 界 湾 区 的 精 英 人
士，打造前沿网红打卡地。

（韩郁）

杭州湾·海上传奇
湾境生活馆开放

日前，在“智汇杭州湾，创
领新未来”2018 宁波杭州湾新
区智能经济产业资源对接会活动
上，武汉创客星孵化器、中电节
能、卓越南京业管、武汉理惠诚
机器人科技、上海霄卓机器人、
四川星网云联科技、精辉 （杭
州） 新能源汽车等 12 家企业落
户宁波杭州湾中电信息港，通过
此次产业资源对接会，展示杭州
湾新区取得的新进展。

宁波杭州湾中电信息港项目
位于杭州湾大道与滨海六路交
会，占地 4.2 万平方米，规划面
积15.2万平方米。项目包含研发
办公楼、双创空间、智慧园区展
示中心、邻里中心及精品酒店，
打造总部、研发中心、信息服务
后台、垂直型孵化器等多维空
间。项目以中电光谷产业资源共
享平台为依托，以电子信息、智

能制造为主题，构建产业生态圈及
全生命周期运营服务体系。

中电光谷集团助理总裁李劲松
表示，“中电光谷集团”与“卓越
集团”携手共进，助力杭州湾新区
打造“宁波杭州湾滨海新城—产城
深度融合示范区”。中电光谷集团
作为中国领先的产业资源共享平
台，在深刻洞察产业及城市发展规
律的基础上，致力于打造高度融
合、功能完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生态与城市生态。

杭州湾新区以“对标国内一流
产业、争当全国示范先锋”为总目
标，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坚持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金
融链、政策链协同并进，推动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
推动新区制造业快速发展，为全市
制造业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奠定
扎实基础。 （韩郁）

中电信息港
助力杭州湾新区产城融合

昨日，“智享美好生活”——
鄞城集团·悦邻汇品牌发布会暨
招商大会举行。在众多优质商家
品牌的见证下，鄞城集团翻开鄞
州社区商业建设运营的新篇章。按
照部署，至 2020 年，该集团将建
成和在建“悦邻汇”项目预计可达
到10个，其中投入运营管理项目6
个。

随着鄞州新城的蓬勃发展，鄞
城集团紧跟新时代步伐，在城市建
设主营业务基础上，加大城市运营
等板块的权重比例，形成了城市建
设与运营并举的新格局。鄞城集团

通过布局智慧邻里中心，建立标准
化的社区商业建设和经营管理模
式，打造科技邻里商业生态圈，做
好城市经营的运营商，为美好生活
赋能。

走过的印迹足见其发展力道。
2011 年 11 月，“南部商务区水街”
正式开业，这是鄞城集团打造公共
服务与市场经营相结合产品的一次
有益探索。2015年6月，集团首个
邻里中心项目“下应·悦邻汇”完
成立项，标志着集团正式进入社区
商业领域。接着，下应、长丰、洞
桥、东湖等悦邻汇项目建设开发，

通过实行统一建设、统一产权、统
一招商、统一运营的管理模式，实
现品牌经营与资本运营的高效互
动，全力构筑“社区商业综合服
务”的全产业价值链，力争成为我
市乃至省内邻里中心开发运营的

“标杆”和“旗舰”。
“鄞城集团‘悦邻汇’社区商

业项目，首创宁波云智邻里中心，
服务居民生活‘最后一公里’，致
力于填补区域空白，将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相结合，既是鄞城集团加
快实施市场化战略转型的重大举
措，更要让其真正发挥社区公共生

活平台作用，对推动城市传统社区
商业和生活服务业转型具有深远意
义。”专业人士这样评价。

据鄞城集团副总经理马春梅介
绍，“悦邻汇”每个项目体量在
15000 平方米至 25000 平方米，围
绕“悦享生活”“悦趣亲子”“悦行
公益”“悦动空间”四大生活场景
进行业态布局，将生鲜市集、精品
超市、生活配套、共享空间、教育
培训、休闲娱乐、公益服务融为一
体，精准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的生活需求。

（韩郁）

鄞城集团全新智慧社区商业蓄势待发

一群小朋友身着汉服，阵仗齐
整，稚嫩的童声悠然响起，吟诵着
为桃花源 3期荣安·西溪里创作的

《桃源赋》：桃花源里桃源梦，桃李
郡下桃李生，当代桃源西溪里，今
朝缘溪行画中……惊艳的开场，不
禁让我们想起了书香海曙、桃源书
院的黄金时代以及王安石、庆历五
先生那些传颂千年的大师名家。

与寻常的地产案名发布会不同，
日前桃花源 3期荣安·西溪里颠覆
性地把活动现场选在了星美国际影

商城 （奥特莱斯 IMAX 店），其原
因在于IMAX影院的视觉观感恰恰
与荣安·西溪里的产品特质——中
国屋檐下的横厅原著尤为契合。

从海曙书香到城市西扩，从湖
山诗意到摩登都会，一段节奏明快
的视频影像，恰到好处地描摹出当
代宁波的新气象。优美画境中，荣
安·西溪里案名从画面中隐现，来
宾们无不为之沉醉。

由荣安地产与布利杰置业联合
出品的荣安·桃花源 3期案名发布

视频，把现场观众的目光再一次聚焦
到海曙人引以为豪的文化符号上。

荣安地产项目营销负责人介绍
了西溪里项目，产品亮点纷呈：约
5.7 米原创“横厅”设计、新亚洲
建筑风格、围合式震撼中庭、优
美中庭泳池。这位负责人言语间
透露出荣安地产与布利杰置业对
于品质的苦心孤诣。

荣安地产作为宁波本土龙头房
企的品牌实力，砥砺前行 23 年，
从宁波到长三角再到华北、西南，

无论是高端项目，还是刚需楼盘，
打造了众多精品项目，深受客户喜
爱。同是宁波本土的开发商布利杰
置业始终践行“建筑成就梦想”的
理念，从设计到选材与施工管理再
到营销与服务，全程实行精细化运
作，使每个项目都在城市发展的过
程中，沉淀经典，恒久典藏。

据介绍，荣安·西溪里样板示
范区将在 12 月中旬亮相，届时广
大市民就能一睹荣安·西溪里“横
厅”的真容。 （韩郁）

荣安·西溪里树立城西人居新标杆

扫二维码报名

由宁波报网传媒有限公司发
起，联合宁波出版社、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宁波东海岸电子
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由浙江果
实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出品的原创
三维系列动画片 《少年王应麟

（第一部）》 即将制作完成。现
面向 10 周岁以下少年儿童，进
行《少年王应麟》配音小演员和
主唱招募选拔活动，欢迎大家踊
跃报名。

据了解，该片立足宁波鄞
州，以《三字经》作者，鄞州文
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南宋时期著
名学者、教育家、政治家王应麟
为人物原型进行创作。

三维系列动画片《少年王应
麟 （第一部）》 背景发生在南
宋，彼时大量北方高门世家移民
四明，带来浓厚的文化氛围。宋
室南迁，使四明成为近畿之地，
在人才的选拔中得天独厚，所以
教育与入仕相互促进。王应麟及
其胞弟就出生在一个全民重视教
育、身边大儒辈出的时代。该片
从少年王应麟的视角出发，将他

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
引发出的一个个妙趣横生又发人深
省的小故事搬上荧幕，从而将一个
可爱、聪慧、勤奋、德才兼备的鄞
州少年跃然于动画中。

此次为打造鄞州历史文化名人
王应麟的文化品牌，推广《少年王
应麟》三维动画，同时为进一步弘
扬《三字经》背后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主办单位宁波报网传媒有限
公 司 特 面 向 10 周 岁 以 下 少 年 儿
童，进行《少年王应麟》配音小演员
和主唱招募选拔活动。报名咨询电
话 18005740574，QQ 群 389792941。
期待您的声音与经典动画同在、您
的声音被世界倾听。 （郁莉娜）

《少年王应麟》配音小演员
及主唱招募中

宁波宝恒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是由华晨宝马和德国宝马在宁波
地区正式授权的首家 BMW 授权
经销商。从 2005 年到 2018 年，
为客户提供 BMW 全系列产品的
汽车销售、售后服务、维修保
养、原厂配件以及信息咨询等多
位 一 体 的 全 方 位 服 务 。 2008
年，宁波宝恒成功拿到 MINI授
权经销商，成为宁波地区首家
MINI 授 权 经 销 商 。 2014 年 至
2017 年，3 年荣膺全国 MINI 经
销商综合排名 B 组第一。2016
年，宁波宝恒由 4S 店升级为 5S
店，并成功升级为 BMW M、

i、新能源车型的宝马授权经销商。
从 2005 年开业至今，技术与

服务方面，宁波宝恒均荣获不俗的
成绩：两年一届的 BMW 售后技能
大赛，宁波宝恒 2010年斩获全国前
十、2014 年斩获全国六强、2016 年
荣获全国前三；BMW 销售内训师
比赛，宁波宝恒获得全国十强……
在公益方面，每年两次为玉树牧区
贫困小学捐赠爱心书籍、衣物等物
资，进特殊学校献爱心活动，为农
民工子女做安全交通培训……品质
在宝马，服务在宝恒，为客户打造
愉悦身心的体验，这是宁波宝恒的
服务理念与遵循的目标。

史妙的座驾是一款宝蓝色的
3 系运动轿车，开了 6 年多，行
驶公里 7 万公里。“没有任何小
故障，开得顺趟。”这是她对宝
马品质的肯定。史妙平时管理着
一家冲亚件公司，日常的节奏显
得生硬、理性。但上下班途中，
或偶尔出去休闲，爱车 6缸的动
力性能与操控，往往有一种释放
与痛快。她说，除了车本身的品
质，这也离不开宝恒的服务。

“每次做保养，提前预约工
位，前后只要 1个小时。之后还有
电话回访，询问保养的服务品质。
这过程，有妥妥的尊重与关怀。”
让史妙体验深刻的是，宝恒的 VIP
室让她坐下不想离开，可以享受美
美的咖啡、食材新鲜丰富的自助
餐。当然，宝马 740接送车的预约
让她感受到了什么是尊贵、细腻的
服务。“6 年多了，一直在宝恒做
保养，有回娘家的亲切感。”

“蓝天白云，感受自由与品质生活”

林 乔 是 个 80 后 的 创 业 青
年，经营着一家灯具厂。所以，
740 座驾更多的是用来商务接洽
与旅游。“平均每天开 100 多公
里的路，我喜欢他的性能与科技
感。”真是一枚直男的表白！

目前，车子的行驶里程为
18 万公里。说到保养，首先肯
定自己的车技为“零事故”，其
次肯定宝恒的维修人员“技术真

好”。有一次，他的车子异响，下
车检查，也看不出问题出在哪，于
是电话求助宝恒的售后。电话那端
让他加大油门，然后瞬间点刹。再
往前开时，异响声没了。售后告诉
他，应该是石子卡轮毂了。就这
事，林乔直言“服了”。

至于车子的常规保养，他说都
是预约服务，无需耗时等待，“感
觉都蛮好的”。

“技术好，一切都好”

其实对于每一位车主来说，
爱车在进行保养后能否达到原厂
驾驶之悦是其最关注的问题。而宁
波宝恒高品质的服务项目、高效的
物流系统、贴心的售后关怀和对客

户需求的准确把握，一直在客户满
意度上力争第一。品质在宝马，服务
在宝恒。13年老店，未来，宁波宝恒
将继续致力于售后服务领域，不断
超越客户期待。 （范红飞）

卓越的售后服务是重要支柱之一

相关链接

宁波宝恒的售后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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