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甬发改审批〔2016〕597 号文件要求，宁波市世纪大道
快速（东明路－永乐路）工程即将开工。该工程建设施工范围：
南起 329 国道亿家居建材陶瓷城红绿灯路口以南约 380 米处，
北至望海南路与永平路交叉口，全长约 4.2公里，总面积约 35.5
公倾。

为确保工程建设顺利进行，凡涉及上述工程建设施工范围
内的地上、地下管杆线产权单位（包括军用设施），请于 2019年
4月22日至23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5：30）两天内，

派员携有效证件和相关资料，到宁波市城市绕城高速连接线建
设有限公司进行管杆线和设施登记，逾期未登记，施工期间造
成损失，建设单位概不负责。

登记联系地址：东部新城松下街595号，住建局大厦1418室
登记联系人：宋四刚 郑建新
登记联系电话：89180627

宁波市绕城高速连接线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7日

关于宁波市世纪大道快速路（东明路－永乐路）工程建设范围内地上、地下相关管杆线设施登记的通告

根据慈城镇党委、政府的统筹安排，慈城镇山东村
徐颜自然村改造项目将启动，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保
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依据《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房屋拆迁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面向全市公开选定房
地产评估机构。

一、评估范围及内容：
1、评估范围：山东村徐颜自然村集体所有土地房屋

及其附属物。项目需拆除建筑面积约 11000 平方米，最
终房屋拆迁建筑面积以实际核算拆迁面积为准。

2、评估内容：房屋等级、室内装修、附属设施及需要
评估的相关内容等。

二、报名要求：
1、有评估以上项目意向的；
2、在市三区（海曙、江北、鄞州）范围内，具有房地产

评估资质的机构或单位，且具有三区（海曙、江北、鄞州）

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评估经验的；
3、同意评估收费标准为4元/平方米。
凡符合上述资格要求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请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 10：30 前，向我办提交书面申请。申请
文件包括：申请书；表明该组织合法存在的文件或有效
证明；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
托代理人和法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有2家以上评估机构
参加报名的，要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公开监督下，从
报名的具有法定资格的房地产评估机构中随机产生一
家评估机构。

报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私营工业城新横二
路8号。

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87570369
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征地拆迁办公室

2019年4月17日

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征地拆迁办房屋拆迁公开选取评估单位公告
为保证宁波国家高新区金菊路、海棠路、丁香路道路改造项目顺利进

行，决定自2019年4月20日起至2019年11月20日止，对施工道路实行交
通管制（如遇天气原因无法施工，时间相应顺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路段为海棠路（江南路-丁香路）、金菊路（海棠路-腊梅
路）改造施工道路。

二、施工期间取消海棠路（江南路-丁香路）的单向行驶，改为双向通
车，同时取消金菊路、海棠路、丁香路原有停车位。

三、0：00至24：00以上路段实行分段全幅围挡封闭施工，过往车辆请
绕道行驶。

四、为解决停车问题，经协调，院士路（江南路-丹桂路）地块暂时借用
为停车场，仅供改造道路周边小区停放。

五、凡涉及工程范围路段的地上、地下管杆线和设施的产权单位，请
派员携有效证件和相关证明资料于2019年4月20日至2019年4月30日期
间，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至5:00到宁波高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办
理登记手续，逾期未办理而造成损失的，建设单位概不负责。

特此公告
联系人：董先生 联系电话：87918683

宁波国家高新区建设工程前期办公室
宁波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交（巡）警大队

2019年4月17日

关于金菊路、海棠路、丁香路
道路改造临时封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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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吉晶
宁海县委报道组 叶宇航 蒋攀

脏乱差的卫生死角在经过艺
术加工后，变成了一个个鲜活的
小景点；村民废弃的酒坛、毛竹
筒、石料配上花草，成为一个个
美丽庭院的亮点……经过短短十
来天的装扮，宁海大佳何镇葛家
村的变化令人眼前一亮。

变化离不开中国人民大学艺
术学院丛志强团队的指导和帮
助。带着“设计推动乡村内生发
展”课题，丛志强把实践基地放在
了大佳何镇葛家村。“课题的核心
是如何发挥村民的积极性、创造
性，参与乡村设计。”丛志强说。

命名为“时光场域”的景观
由千年古井、百年老墙和近现代
的铁门、木门组成；“石童乐”
通过石块堆砌、排列，组成花
瓣、饼干等形状，供孩子们玩耍
嬉戏；由废旧布料制作的“桂花

树与生活”艺术布画，展现了葛家
村村民的美好生活场景。在丛老师
的鼓励下，原本对艺术不感兴趣的

葛家村村民从艺术的角度重新认识
了自己生活的乡村，创造艺术品。

装饰一新的“仙绒美术馆”是

村里第一家乡村美术馆，墙上挂着
的大多是村民制作的布艺作品，展
现了葛家村的蓬勃生机。作为美术
馆的主人，叶仙绒以书画传家，三
代人的书画作品都陈列在展厅里。
叶仙绒欣喜地说：“以前祖辈传下来
的拔步床、朱漆大柜、樟木箱等这些
老底子东西没机会让大家看到。经
过老师‘点拨’，我办起了家庭美术
馆，成了村里的一个景点。”

葛 家 村 拥 有 800 亩 桂 花 林 、
6000亩竹山和 150亩茶园。目前正
在全力打造“春季探笋赏花、夏季
戏水纳凉、秋季品桂闻香、冬季民
宿安养”的桂语小镇。而推窗见
绿、抬头赏景的美丽庭院则成了各
家各户打造的重点和亮点。

“短短十来天的实践，我们由
衷地感受到，用艺术点亮乡村，激
发乡村的内在潜能，塑造现代村庄
风貌，不仅可以唤醒乡村文化的振
兴，更能带动乡村的社会经济发
展。”丛志强说。

用艺术“点亮”乡村

图为村民正在美丽庭院内玩耍。 （徐能 摄）

本报讯（通讯员林婷婷 胡
小玉 记者沈莉萍） 昨日，海曙
区西塘河、中塘河、湖泊河、唐
家河等部分责任河长，在区治水
办工作人员引导下，开始了本月
的第二次巡河。他们打开海曙河
长制APP，查询河道数据、记录
巡河轨迹、上报发现的问题、实
时上传图片视频……边巡河边操
作，不仅便利而且高效。

在河长巡河过程中，海曙区
采取专人引导河长履职的方式，
及时提醒当月河长制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对河长履职实施电子化
考核，每天“跟踪”河长签到、

巡河、投诉处理和问题处理等履职
情况，并及时联系各镇 （乡） 街
道、区级河长联络员以及河长本
人。“每月制发河长制情况通报，
对当月各级河长签到、巡河数据进
行公布，督促河长有效履职。”海
曙区治水办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起，海曙区积极采取利用
手机、互联网、专人引导等手段，
有效促进各级河长履行职能，目
前 ， 海 曙 区 在 全 市 10 个 区 县

（市） 和 4 个园区中签到率和巡河
率分别为99.9%和100%，位居全市
第二。

“在启用河长制 APP 后，能更

加充分发挥其优势，做好巡河、监
督和效能工作。”该负责人介绍，
海曙区根据手机 APP 巡河实际使
用情况，积极和技术部门对接，从
外观、功能等方面，对海曙河长制
APP进行全面改版。

如 今 ， 该 APP 外 观 更 美 观 ，
界面清晰，使用更方便。在界面
上，河长每日签到情况有醒目的
标签，河长巡河次数由系统统一
设定，系统会自动提示河长在规
定周期内巡河……有了手机 APP
的“助阵”，犹如给河长制工作插
上了信息化的“翅膀”，提高了河
长巡河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

智能化水平。
此外，网络平台也大大促进了

河长履职。去年，海曙区在所有河
道分级分段基础上，根据省、市关
于所有河道必须一分到底、落实到
镇村两级河长的最新要求，把区内
所有河道再次进行梳理，合计梳理
出分级分段河道989条。

河道“分班”后，海曙区依托
区五水共治网站平台，运用信息化
手段，严格执行河长公示制度，动
态更新河长信息资料、河长公示
牌，并做好区级以上河长制河道每
月治理进度报表和季度总结报送工
作。

大数据分析、APP助阵

海曙的河长们长了“千里眼”“顺风耳”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员
顾一伟） 近日，由中欧文化艺术联
盟与法国书画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中
国艺术家朱林静作品巴黎个展——

“沉思”，在巴黎十七区桐芦画廊举
行，展出油画作品30余幅。

朱林静，1975 年出生于鄞州
区咸祥镇，她的作品多次在法国、

德国、俄罗斯展出。她现为法国书
画家协会副主席、苏富比国际艺术
研究院研究员、列宾美术学院油画
系客座教授。

鄞州籍画家朱林静作品在巴黎展出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房炜） 前晚，由我市创排的原创民
族歌剧《呦呦鹿鸣》在江西艺术中
心大剧院倾情上演。江西省省直机
关各部门、中医药大学广大师生、
江中制药职工等 1500 人观看了演
出。

今年 4 月初，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文联联合中国
音乐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决定举行歌剧《呦呦鹿鸣》的全国
巡演活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歌唱
祖国、礼赞英雄，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爱国主义主
旋律。首站演出于 4 月 10 日在余姚
梁弄举行，江西南昌是全国巡演的
第二站。接下来，《呦呦鹿鸣》 剧组
还将奔赴贵州黔西南州、辽宁沈
阳、吉林延边州等地开展巡演活
动。

民族歌剧《呦呦鹿鸣》前晚在南昌演出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宣文）“在成功赢得三个维权诉讼
后，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对维权支出
的费用和法院判罚金额进行了赔
偿，省下了我们接下来的大量清偿
赔款工作。”昨日上午，得力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君伟笑呵呵地
接过了由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共
同承保的商标专用权保险首次赔偿
款。

去年6月22日，我市针对企业
在商标维权方面存在着“维权力量
不足、维权成本高、诉讼执行难”
等突出问题，以及品牌“走出去”

过程中存在顾虑的现状，在全国首
创了商标专用权保险。

“宁波模式”商标专用权保险
采用“商标保险+维权+服务”的
创新模式，包括商标申请费用损失
补偿保险和商标被侵权损失补偿保
险两大创新产品。“商标是得力集
团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
到商标专用权保险后，我们第一时
间就购买了保险。这次能快速获得
赔偿，更是坚定了我们创建和保护
得力品牌的信心！”尤君伟说。

据悉，目前我市办理了商标专
用权保险的企业有 19家，涉及商标
1300 多件，包括公牛、得力、奥克斯
等知名品牌，理赔报案9件。

我市商标专用权保险完成首例赔款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员
郑轶文） 昨天，“工创家+7号”在
海曙梁祝爱情小镇亮相，新人王小
姐和张先生接受了专业老师半小时
的婚前辅导后，在来宾的见证下举
行了爱的宣言。

“工创家+”是海曙区总工会在

全区各大特色区域性、行业性工会
驻地打造的“会、站、家”一体化升级
版职工之家。经过 3 年布局，目前

“工创家+”已形成各具特色、不同
功能的连锁品牌阵地，1 号、2 号、3
号、4号、7号、8号、9号均已投用，全
方位、零距离服务职工的不同需求。

海曙“工创家+7号”亮相

本报讯 （记者陈青） 近日，
宁波青年作家赵挺带着新作《外
婆的英雄世界》，在梨枣书店与读
者分享“中国好外婆”的故事。

赵 挺 ， 1988 年 出 生 于 宁
波，著有 《寻找绿日乐队》《我
与世界无关》《南方，慢速公
路》《孤独车手》等作品。《外婆
的 英 雄 世 界》 由 32 篇 文 章 组
成，围绕年轻的我与年老的外婆
的日常生活。外婆的形象真实独
特可爱，作为一个与时代严重脱
节的老太太，认知老旧，跟不上
时代，却又在一点点融入这个已
经不属于她的时代，时而语出惊
人，蹦出两句前卫言论，令人忍
俊不禁。赵挺说：“外婆对我的
影响很大，书中所写都是温暖的
小日常，她是我心中的平凡英
雄。”

畅销书作家午歌说，赵挺用
流畅率真、幽默不羁的文字，让豁
达、风趣的“中国好外婆”跃然纸
上，也让浸润在故事中的读者，收
获了一段闪闪发光的记忆。

《外婆的英雄世界》
举行分享会

本报讯（记者王博 通讯员俞
晶 朱宸宇） 近日，浙江省象棋特
色示范村授牌仪式在鄞州区云龙镇
冠英村文化礼堂举行，冠英村被授
予“浙江省象棋特色示范村”称
号。据悉，这是继海曙区古林镇郭
夏村之后，我市第二个获此殊荣的
村。

冠英村受到省象棋协会的关
注，源于该村悠久的象棋传统和良
好的象棋发展氛围。冠英村象棋协
会 自 成 立 至 今 ， 已 走 过 18 个 年
头。长期以来，象棋一直是村民们
茶余饭后、农忙归来最喜欢的娱乐
活动。

冠英村每年都要举办“辞旧迎
新棋话会”“三村一镇邀请赛”等
一系列的象棋文化活动，在全区乃
至全省打出了名气，承办了数次区
级、省级象棋赛事的分站赛。最近
几年，冠英村象棋协会在云龙镇
的 中 小 学 、 幼 儿 园 开 设 公 益 课
程，普及象棋知识，传授下棋技
巧，不断将这项古老的智力运动
发扬光大。

当 天 的 活 动 现 场 ， 举 行 了
2019 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浙江赛
区宁波市预选赛，来自全市的 80
名象棋爱好者在无声的棋盘战场上
激烈拼杀。

鄞州冠英村获省“象棋特色示范村”

近日，海曙区段塘街道南都社区举行亲子合作制作一盏走马灯非遗传承活动，在老师的指导下，小朋友
们动手制作走马灯，家长们担当孩子的助手。这是段塘街道将非遗文化搬进社区的系列活动之一，既为非遗
传承和弘扬打下基础，也让居民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本土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增强他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

（刘波 桂琳 摄）

童手巧制走马灯

昨天，“与时代同行——周至禹绘画作品展”在宁波博物馆开幕。图
为市民正在观赏周至禹绘画作品。 （周建平 摄）

周至禹绘画作品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