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宁波市限价房管理办
法（试行）》（甬政发〔2009〕34 号）
等文件规定，现将应家保障性住
房区块 3#-1、4#地块限价房项
目（项目地名“甬樾湾”）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房源情况
甬樾湾，位于宁波市江北区

庄桥街道，南临铸锋路，西接规划
康桥北路。占地面积约 10.99 公
顷，建筑面积约29.1万㎡，住宅面
积约 22.5 万㎡、2649 套，其中专

供引进人才的限价房 272 套，分为
东区和西区。项目周边规划配套有
幼儿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邻里中
心等服务设施。

甬樾湾（西区），占地面积约
4.26公顷，建筑面积约11.4万㎡，住
宅面积约 8.7 万㎡、975 套。由 13 幢
高层住宅组成，其中 21、23、26、27
幢为专供引进人才的限价房，房源
272套。小区共有机动车停车位 548
个，其中地上停车位 68 个，地下车
位480个。

甬樾湾（东区），占地面积约
6.73公顷，建筑面积约17.7万㎡，住
宅面积约 13.8 万㎡、1674 套。由 19
幢高层住宅组成。小区共有机动车
停车位 826 个，其中地上停车位 82
个，地下车位744个。

二、销售价格
甬 樾 湾 限 价 房 销 售 均 价 为

9459 元/㎡，建筑面积在 90 平方米
以内（含）部分，按照限价房销售均
价确定销售价格；超出 90平方米部
分，按照周边（或同类地段）普通商
品住房价格（市场评估价）销售。具
体房源的销售价格将在销售均价的
基础上根据房源楼层、朝向差等情
况进行浮动。

三、供应对象及条件
甬樾湾限价房供应对象为海曙

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鄞州
区、奉化区、大榭开发区、宁波国家
高新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范围内
符合条件的家庭。海曙区、江北区、
鄞州区、大榭开发区符合下列条件
的家庭，镇海区、北仑区、奉化区、宁
波国家高新区、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符合当地限价房管理办法规定条件
的家庭(具体见当地申购公告)，可
以申请购买应家限价房：

（一）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包括
在农村工作的教师、医护人员、农技
人员）。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1．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取得
当地非农业常住户口（即现户口在
社区居民委员会、单位集体户口以
及 2016 年 9 月 30 日前在村民委员
会户口性质为非农的）满 3年（申请
人落户时间不含原农业户口取得年
限，各区落户时间可合并计算）；

2．申请前 12 个月（或上年度，
下同）家庭人均收入在市或县（市）
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当地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0%以下。

（二）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和
具有技师职业资格或中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应同时符合下
列条件：

1．具有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
及以上学历或劳动部门颁发的技师
职业资格证书或人事部门颁发的中
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2．近 5年在本市缴存住房公积
金累计满36个月；

3．申请前 12 个月家庭人均收

入在市或县（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
年度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80%以下。

（三）外来务工人员。应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获得国家、本省、本市及本市
区县（市）级党委、政府或国家、本
省、本市有关部门、单位授予荣誉称
号的外来务工人员，或者根据《宁波
市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户籍登记管理
办法》（甬政办发〔2009〕192 号）规
定原属于优秀外来务工人员、现已
取得本市常住户口的人员。

2．具有国家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证书的外来务工人员。

本办法所称的外来务工人员是
指与本市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但
不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人员。

（四）引进人才。应符合下列条
件之一：

1．引进落户的具有博士学位或
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
才。

2．引进落户的具有硕士研究生

学历学位、在本市工作满 3 年且非
机关、事业编制的人才。

在符合上述条件的同时，上述
家庭还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在当
地辖区范围内无住房或所拥有的自
有住房、承租公有住房（含军产、宗
教产住房）的建筑面积低于户 36平
方米或人均 18平方米（自有住房在
5年内转让的应当计算在内）。市区
范围内住房应合并计算。

第（一）、（二）类对象经评估，1
至 2人户、3至 4人户、5人以上户家
庭财产总额超过上年度当地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5 倍、20 倍、
25倍的，视作不符合申请条件。

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单身人
士，可以单独申请购买限价房，但属
于第（一）、（二）类对象的，年龄需在
28周岁以上。

（五）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家庭只
能购买一套限价房。已购买过低收
入家庭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或限价
房等住房的，不得再申请购买限价
房。

四、申请时间
自2019年3月22日至2019年4

月 4 日（双休日除外），工作日具体
受理时间由各区自行规定，逾期视
作放弃申请。

五、受理地点
申请受理由海曙区、江北区、镇

海区、北仑区、鄞州区、奉化区、大榭
开发区、宁波国家高新区、东钱湖旅
游度假区各自组织实施。符合条件
的申请人到各自所在区规定的受理
点办理相关手续。

（一）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到户籍
所在区受理点办理相关手续。

（二）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生和
具有技师职业资格或中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到工作单位注册
地所在区受理点办理相关手续。

（三）外来务工人员到工作单位
注册地所在区受理点办理相关手续。

（四）引进人才到工作单位注册
地所在区受理点办理相关手续。

（五）各区受理点详细地址请登
录各区网站查询：

应家保障性住房区块3#-1、4#地块限价房项目申购公告

备注：有关申请详细情况请到各受理点咨询并领取相关资料，或登录各区网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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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海宁

2018 年 ， 全 国 共 有 幼 儿 园
26.67 万所，比上年增长 4.6%。全
国共有入园儿童 1863.91 万人，比
上 年 下 降 3.82% 。 与 上 年 相 比 ，
2018年我国幼儿园数量增加了1.17
万所，不过入园儿童比上年减少了
74 万人 （2 月 28 日 《每日经济新
闻》）。

幼儿园数量增加了，入园儿童
人数减少了，这是我国学前教育的
新现象。过去，不少地方出现过

“入园难”“入园贵”等现象，原因
之一是幼儿园数量或者学位数量不
能满足孩子入园需求。但从上述数
据看，这种供需关系总量正在发生
变化。

幼儿园数量之所以增加，是因
为每年新建、改建了不少幼儿园，其

背后有相关政策支持鼓励。比如，把
幼儿园纳入城市建设规划、落实教
育用地等举措发挥了积极作用。而
入园儿童减少，有关部门解释是我
国总体上处于入学人口下降期，其
背后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每
年新出生人口处于下降趋势。

可能有人认为，2016 年实施全
面二孩政策后二孩占比大幅增加，
今年明年将会迎来入园高峰，到时
候仍有可能出现“入园难”等问题。
但笔者以为，“入园难”再现的可能
性很小，原因是从国家到各地均出
台了相关政策增加幼儿园学位供给
以应对全面二孩，况且，专家认为人
口出生率下降趋势仍将持续。

比如，2018 年至 2020 年，北京
将新增 17万个学前教育学位。再比
如 ，预 计 到 2020 年 ，广 州 可 增 加
17.53万个学前教育学位。由于各地

是根据科学测算学位需求来规划新
增幼儿园学位，所以，从理论上来
说，供给完全可以满足需求，家长们
不必担心孩子无园可上。

同时，家长也不用担心“入园
贵”，因为根据相关政策安排，到
2020 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要在
80%左右。其中，有的城市大幅增加
公办幼儿园，如广州力争公办学位
数占幼儿园学位总数 50%以上。有
了财政支持，就不会“入园贵”。

无论从幼儿园学位规划看，还
是从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而言，

“幼儿园多了入园孩子少了”很可
能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这有利
于保障学前儿童有园可上，提升学
前教育质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
说，不排除未来出现部分幼儿园闲
置荒废。因此，现在就应想办法避
免这种情况。

这就需要新建、改建的幼儿园
必须规划布局合理，与区域内的人
口规模、人口结构等指标相匹配，
避免幼儿园集中于城区而居民小区
越来越郊区化。根据不久前印发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从

“小区配套幼儿园”入手可避免幼
儿园布局不合理，但这种部署必须
落实到位。

我们还要意识到，虽然“幼儿
园多了入园孩子少了”，但如果学
前优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就会
出现“名幼儿园”，继而引发“择
园”等损害教育公平的问题。所
以，从现在起，在增加幼儿园数量
的同时，还应该防止“重点小学”

“重点中学”现象在幼儿园领域重
演，即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要公平配
置。

“幼儿园多了入园孩子少了”该怎么看

陈鸣达

据《宁波日报》此前报道，近年
来，我市民宿经济发展迅速，已形成
山地田园型、滨海亲水型、都市院落
型、古村乡居型等特色产业集群。登
记在册的民宿有 1800 多家，客房
1.3万余间，床位2.3万多个。民宿已
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民
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民宿的兴起缘于美丽乡村的
吸引力。通过实施振兴乡村战略，
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狠抓“五水共治”，我省农村的面貌
发生了深刻变化。环境脏乱差、生
活贫穷苦成为历史。农村呈现出青
山绿水、茂林修竹、小桥流水、风光
如画的景色。久居城市的人们看惯
了高楼大厦，厌烦了车水马龙，于
是，在美丽乡村的吸引下，到农村
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不同于
城市的生活，领略一下农村的自然

风光，成为不错的选择。
民宿的兴起缘于返璞归真的驱

动力。如同围城外的人想进来，围城
内的人想出去，农村人向往城市，城
市人向往农村。特别是祖辈或自身来
自农村的城市人，脑海里始终储存着
历史的记忆，在生活习惯上、精神心
理上，与农村有着割不断的情结。然
而，老家已无家，没了回家的路。民宿
的出现为这批人重温祖辈或少时的
生活提供了条件，使他们的乡愁得以
延续，这也为民宿发展带来契机。

民宿的兴起缘于宾至如归的亲
和力。住过城市的宾馆，体验过乡村
的民宿，感觉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在
宾馆尽管人来人往，但客人们互不相
识、互不来往，心灵是孤独、封闭的，
服务员的笑脸是职业化的。而在民
宿，客人们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大家
同在一个院子里，同在一个屋檐下，
可以一起喝茶聊天，一起喝酒吃饭。
民宿主人的笑脸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的。不少住过民宿的人因此与民宿老
板和同住民宿的客人成了朋友。

民宿经济方兴未艾，发展前景
看好。但是，民宿经济的投资者和经
营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宿经济
贵在姓“民”，只有立足农村，为振兴
农村出力，为农民谋利，为民众服
务，民宿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民宿要助推农村振兴、农民致
富。民宿的建设要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危旧房改造进行，无论是利用原
有建筑改建还是在宅基地上新建，
都应与所在村庄的格局和风貌相协
调。要吸引农民参与民宿的经营管
理和服务，促进农特土产品的生产
和销售，让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
益。要做好“民宿+”的文章，以民宿
带动乡村旅游，带动美丽乡村建设，
带动农村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
金流，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应
防止民宿建设破坏村庄原来的格局
和风貌，侵占基本农田，损害农民利

益；更要防止借民宿之名，占地占
房，使民宿变相成为私人会所。

民宿应面向普通民众，为大众
服务。价廉物美的农家乐曾经得到
城镇普通民众的欢迎。民宿作为农
家乐的升级版，在软硬件方面有了
明显提升，服务价格适当提高也在
情理之中。然而，实践中，一些民宿
定位不准，盲目攀比，装修豪华，价
格昂贵，有的服务价格甚至超过了
城市里四星级、五星级宾馆，只有有
钱人才消费得起，普通民众很难迈
进门，这就有点急功近利了。

民宿姓“民”，只有普通民众住
得起、吃得起、玩得起，民宿的客源
才会源源不断，民宿才会持续兴旺、
不断发展。

民宿经济贵在姓“民”
史洪举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
2 月 27 日表示，检察机关将联合有
关部门积极推动把性侵害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信息查询设置为教师资格
申请和教职工招聘的前置程序，避
免有性侵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员从事
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行业，促进
预防性侵害制度落实，全面构建起
防范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堤坝（2
月28日新华社）。

让有性侵前科者远离未成年
人，关键是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如最高法院刑一庭副庭长管应时曾
透露，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仍处
于易发多发态势。此类犯罪主要呈
现三个特点：一是熟人犯罪比例相
对较高；二是有性犯罪前科者再次
犯罪比例相对较高；三是因犯罪未
被及时发现，受害人往往被侵害的
次数多、时间长。日本犯罪白皮书显
示，因性侵女性而被判处有罪的人
中，约有16%的人会再次因性犯罪而
被逮捕。美国的一项研究则发现，入
狱的异性恋童癖的重犯率是18.2%，
同性恋童癖的重犯率是34.5%；异性
恋童癖的平均受害人是 62个，同性
恋童癖的平均受害人是31个。

由此可见，这些有性侵前科的人
员对防范能力较差、自我保护意识较
弱的未成年人威胁极大。如果不实施

从业限制，放任其从事可能密切接触
未成年人的行业，无疑会增大悲剧发
生概率。有些国家对这类犯罪者的限
制很严格，如美国的“梅根案”“安博
警戒”系统、韩国的“熔炉法”等，其中
一些规定近乎苛刻。比如规定此类犯
罪者不得假释、缓刑，刑满释放后还
要配备可以跟踪、监控的电子脚镣，
并公开犯罪人员信息。

对比之下，我国对性侵害者的
就业限制就显得比较宽松，但这并
不说明我国对此类人员进行从业限
制无法律依据。《刑法修正案（九）》
已经明确规定了从业禁止制度，《刑
法》也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只是由
于起步较晚，尚未形成科学、规范、
系统的一体化机制。

未成年人的权利不能被虚置，
应尽快改进相关法律政策，建立完
善的性侵害前科者从业限制制度。
如，从业限制不仅局限于性侵害犯
罪，对性侵害违法人员也可予以限
制；不仅限制其从事教育行业，还应
限制其从事保姆、家教等可能频繁
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不应局限于
某个区域，而应建立全国共享的信
息库。同时，有必要利用科技手段，
对危害较大者予以定位监控，一旦
其接近学校等儿童经常活动的地方
就发出警报或向家长、老师发送预
警，进而密织保护网络，让未成年人
远离原本可避免的危险。

就该让有性侵害前科者
远离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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