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及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

三、拍卖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http://land.zjgtjy.cn/GTJY_ZJ/go_home）

进行。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

四、拍卖出让活动有关时间

拍卖报名时间：2019年1月10日9:00至2019年1月18日16:00；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19年1月18日16:00（银行到账时间）；

拍卖开始时间：2019年1月21日10:00。

五、竞得人确定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有关其他事宜

有关地块的详细资料、规划控制文本等其他事宜详见拍卖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登录浙江省土地

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出让单位联系电话：0574-89284662

交易机构联系电话：0574-8723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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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甬土资告〔2018〕0301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浙江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交易规则 （试
行）》等有关规定，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海曙区鄞江镇核心区A-2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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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池瑞辉 薛丛川） 昨天，鄞州区教
育局发布 2019 年义务段学校招生
预警公告。

按照省教育厅文件精神，招生
预警需在上一年的 12 月底前、招
生当年3月底前各发布一次。

此次发布的是鄞州区 2019 年
义务段学校一年级招生第一次预
警。预警分为黄色、红色、提前三

类，对学区适龄户籍生人数达到招
生规模人数90%及以上比例的学校
发布黄色预警，达到招生规模人数
100%及以上比例的学校发布红色
预警，2019 年至 2021 年学区适龄
户 籍 生 人 数 达 到 招 生 规 模 人 数
100%及以上比例的学校发布提前
红色预警。

其中，黄色预警学校有：鄞州
第二实验小学西校区、四眼碶小学

新河校区、宋诏桥小学、中河实验
小学、华泰小学西校区、德培小
学、首南第一小学。

红色预警学校有：宋诏桥中
学、鄞州实验中学、堇山小学、鄞
州第二实验小学东校区、东南小
学、惠风书院、鄞州区实验小学南
校区。

提前红色预警学校如下：堇山
小学的户籍适龄儿童每年超招生计
划数 150人左右；宋诏桥中学、鄞
州实验中学、鄞州第二实验小学东
校区的户籍适龄儿童每年超出各自
学校招生计划数的200-300人。

12 月 24 日，海曙区发布区域
内9所学校2019年度一年级入学预
警。其中，海曙外国语学校青林湾

校区、宁波市实验小学、广济中心
小学广济街校区、广济中心小学世
纪苑校区、集士港镇中心小学、高
桥镇中心小学、高桥镇望春小学为
红色预警；海曙中心小学、镇明
中心小学云石校区为黄色预警。

今 年 11 月 ， 江 北 也 发 布 了
2019 年秋小学招生预警，该区内3
所学校——宁波大学附属学校、惠
贞书院小学部、江北外国语学校生
源爆满，超过学校规划招生人数。

教育行政部门提醒：学区内
适龄儿童家庭的户籍和入学需求受
多种因素影响，数据是动态变化
的，仅供家长参考。届时，各区将
对超出招生计划的户籍学生实施分
流。

2019年招生

市区这些学校可能会“爆表”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员
王幕宾 朱启东）“往下放，再放
下，注意安全……”昨日凌晨，人们
大多沉浸在梦乡里，市区主干道的
长春路上却热火朝天，电力工人正
在指挥吊机，将刚拆除的电线杆装
上大货车。借着半夜车流、人流较
少的契机，60余名电力工人耗时近
4 个小时，顺利拔除了长春路上 32
根停役电线杆。

长春路是全长 2.1 公里，沿途
有天一阁·月湖景区，且紧邻宁波
火车南站，是城市迎宾大道之一。
为配合美丽城市建设，国网宁波供
电公司将沿途原有的配电网线路
设备改为地下电缆。据悉，为了不
影响主干线交通，所有电线杆会在
线路落地后集中移除处理。

从前晚 11时开始，在市交通和
城管部门的配合下，国网宁波供电
公司派出工作人员 60 余名及高空
作业车、吊车十余辆，分4组在长春
路上开展移杆作业。电力工人有序
地将一根根高约 4 米的电线杆吊
拉、截断，然后分解、装车。直至次
日凌晨 3 时，最后一根电线杆才被
拔除并运离，宣告顺利完成。

凌晨为美丽城市“拔刺”
电力工人连夜拔除32根停役电线杆

电力工人半夜开工，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下提升城市形象。 （王幕宾 徐展新 摄）

本报讯（记者周琼 通讯员任
社） 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悉，从
2019 年起，我市将阶段性降低企
业职工社会保险单位缴费费率，
2019 年至 2021 年的 3 年内，每年
下浮幅度相当于医疗保险单位缴纳
部分的 1个月额度。同时，对首次
上规模的小微企业 （简称“小升
规”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单位缴纳部分连续 3年按
照相当于 1个月的额度下浮缴费比

例。
人社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可享受这一“福利”的对象为依法
在我市参加社会保险并按规定履行
缴费义务的企业。需要注意的是，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
企业单位以及个体工商户、灵活就
业人员等不列入本次阶段性降低职
工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的政策实
施范围。而“小升规”企业临时性
下浮社会保险费缴费比例的对象则

包括由市经信委、市统计局确认公
布的，依法在我市参加社会保险并
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的新上规模的
小微企业。

据了解，2019 年阶段性降低
职工社会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的标
准相当于企业缴纳的应收月份为
2018 年 12 月份的职工医疗保险费
单位缴费部分，这部分费用将在
2019 年 1 月下浮。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下浮办法也将以此类推。而

“小升规”企业临时性下浮社会保
险费缴费比例的标准则相当于企
业缴纳的应收月份为每年 6 月份
的职工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
单位缴费部分，在每年的 7月份下
浮。

记者了解到，符合条件的企
业不用申请即可享受这一政策，
我市已安排由各地人力社保部门
按照参保属地原则做好费率下浮
企业的确认工作，统一报市人力
社保部门进行集中下浮操作。在
集中下浮月份，社会保险费的申
报、核定、征缴程序不变，仍按
现行办法操作，同时，企业参保
职工个人仍需按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费。

在集中下浮月份，按政策规定
应享受的个人社会保险待遇不受影
响，社会保险缴费年限连续计算。

我市将阶段性降低
企业职工社保单位缴费费率

本报讯 （记者徐展新 通讯
员邱萍） 记者从中石化宁波分公
司了解到，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
今日零时迎来下调。

根据国家发改委下发的调价
通知，本次调价后，92号汽油调整
为每升 6.42 元，下调 0.3 元；95 号
汽油调整为每升6.83元，下调0.31
元；98 号汽油调整为每升 7.48 元，
下调 0.35 元；0 号车用柴油调整为

每升6.04元，下调0.3元。
本次调价后，今年市场经历

了26次调价窗口期，其中12次下
调，13 次上调，1 次搁浅。总体
而言，今年 92号汽油每升累计下
调 0.39 元，95 号汽油每升累计下
调 0.42 元，0 号车用柴油每升累
计下调 0.4 元。此次价格调整后，
以60升油箱为例，加满一箱95号
汽油将少花费18.6元。

成品油零售价格下调

本报讯 （记者蒋炜宁 通讯
员贾骐帆 闻晓明） 12 月 24 日，

“甬新相连 大爱无疆”万里暖冬
行号爱心车顺利抵达新疆库车县
——车上载着北仑区淮河小学全
校师生及家长捐赠的 40多箱爱心
物资。29 日，这些爱心物资将通
过捐赠仪式发放到库车学生手中。

记者了解到，因牵挂远在新
疆边远地区孩子的生活，淮河小
学“阳光城”组织全校师生、家

长以及爱心人士奉献爱心。12 月
14 日早上，大家人手拎着一袋

“爱心包裹”走进校园，里面不仅
装着干干净净的羽绒服、棉衣、
大衣、羊毛衫、棉裤等御寒衣
物，还有学生们亲手制作、写满
祝福的贺卡，学生们还将平时省
下的零花钱捐了出来。而宁波爱
维斯工贸有限公司则提供了将捐
赠物品运往新疆的运费。

得知学校寄来爱心物资，远
在新疆支教的淮河小学教师项业
荣心里十分激动。这几天，他忙
着接收爱心物资，并将全程跟进
捐赠现场情况，拍照记录这些温
暖瞬间。

淮河小学爱心车抵达新疆
师生捐赠的40余箱爱心物资
今天发放到库车学生手中

本报讯（记者徐展新 通讯员
杨磊 周丽丽）昨日，鄞州惠风西
路五星级智慧菜市场正式营业。菜
市场覆盖人口约1.5万人。

占地面积约 2100平方米的菜
市场并不大，但五脏齐全。记者了
解到，整个菜市场设置了 19 种行
业的 63个摊位，安装了中央空调、
喷雾系统、视频监控设备和 LED
电子屏。消费者可以直观地看到菜
市场基本情况、现场肉菜检测结果
和当日菜价，还能扫码获取摊主信
息，根据服务态度和商品品质打分
评价。

据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菜市场的电子秤具有追溯功能，

便于消费者扫码查询，放心购买。
“如果对商品不放心，可以送到菜
市场免费开放检测室，要求市场对
农残、甲醛、瘦肉精等成分进行检
测，耗时 15 分钟至 50 分钟。”工作
人员表示，如果检测结果不合格，
菜市场会第一时间销毁商品，为消
费者提供等价补偿。

据悉，这菜市场还设有延边优
质大米销售摊位，价格略低于市场平
均价。“我们希望把延边的特色农产
品推介出去，让宁波消费者的餐桌更
丰富。未来，摊位里还会摆上延边的
其他特产，更多宁波的大学生创业者
会参与进来，为两地的深入合作提供
支持。”摊位负责人毛红儿说。

宁波再添一家
五星级智慧菜市场

昨天上午，惠风西路菜市场正式开门迎客，今后周边的社区居民将在
这里享受舒适、整洁、便利的服务。图为市民在新菜市场内选购。

（徐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