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证宁波国家高新区科技大厦出入口改造工程
顺利进行，决定自 2019年 7月 22日起至 2019年 9月 2日
止，对施工道路实行交通管制，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路段为杨木碶路（芙蓉路—江南路）。
二、0:00～24:00 以上路段实行人行道全封闭，主车

道临时增设人非混行道，请过往车辆、人员注意安全，服
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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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9 日至 2019 年 7 月 29 日期间，上午 8:30～
11:30，下午 2:00～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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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生 联系电话：87918683
宁波国家高新区（新材料科技城）公共项目

建设中心（宁波国家高新区建设房产监察大队）
宁波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交（巡）警大队

2019年7月16日

高新区科技大厦出入口
改造工程施工公告

一、工程概况
工程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倪家堰路699号
工程规模：7座1000m3地面油罐内外壁防腐（数量

后期可能调整）；整修业务档案资料室（约 50m2）；安装
1个50m3沉淀罐，配套安装部分管线等。

经费投资：约人民币245万元
承包形式：施工总承包
工期要求：不大于120日历天
二、招标方式
本项目公开报名，限额邀请5家施工单位投标，不

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资格要求
(一)投标单位必须具有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

二级及以上资质，注册在宁波大市范围，在宁波市建筑
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中审核通过，具有 B 级（含）以
上信用等级，不得处于军队和地方被限制投标执行期。

(二)非“三资”企业，无外商投资背景。
(三)拟派项目经理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以

上国家注册建造师证书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证），未担任其他项目负责人。

(四)拟派技术负责人具有中级以上相应技术职称。
四、报名方式
报名人携法人代表委托书（注明“用于 1902 工程投

标”）、本人身份证原件、社保证明及以下资料复印件（加盖
公章）于2019年7月18日至2019年7月22日每日08：30-
11：00，15：00-17：30送达宁波江北倪家堰路699号办理报
名事宜，逾期送达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招标人不予受理。

资料内容：法人代表委托书、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
照、资质等级证书、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
证、拟派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证和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证）及社保证明、拟派技术负责人职称证书及社保证明。

五、联系方式
招标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91576部队
联系人：石晟（工程师）
电话：13566628616/0574-87552801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倪家堰路699号

91576部队1902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现有宁波报业传媒大厦（宁东路901号）内（办公楼
7525平方米、店铺985平方米）的场地对外公开招租。

一、大厦概况：
大厦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办公总部，总建筑面

积15万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10万平方米，地下面积5
万平方米），拥有 1000个停车位。大厦位于宁波东部新
城核心区，宁东路以北，与宁波市行政中心隔路相望。
整个建筑简洁、典雅、大气。

二、出租房屋概况：

三、拟招业态：
1、写字楼拟招业态：金融、电信、文化、教育、科研等

机构单位，以及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各类单位。

2、商铺拟招业态：金融、电信、培训、咖啡、便利店、
洗衣店等。

四、租赁要求：
租赁单位限于具有一定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单

位。有意向者请携企业营业执照、企业简介以及相关委
托证书资料前来洽谈。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宁波报业传媒大厦

A座南楼三楼宁波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部。
联系人：
王老师 联系电话：87685640 13777027309
虞老师 联系电话：87685633 13586911755

宁波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写字楼招租

出租房屋
写字楼
写字楼
写字楼
写字楼
商铺
商铺
商铺

楼层
A座北楼三楼
A座北楼五楼
A座北楼六楼
A座北楼七楼
A座南楼一楼
A座南楼一楼
A座北楼一楼

面积（㎡）
1200
1110
3615
1600
200
685
100

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近期拟通过宁波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让部分房产。
一、房产情况：

二、出让标的详细信息、受让条件、重大事项及报名手续等敬请关注近期宁波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告。具体信息
以宁波市产权交易中心公告为准。

三、咨询及联系方式：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报业传媒大厦A座南楼三楼，宁波报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缪先生 联系电话13586911798 徐先生 联系电话87682018

宁波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房地产公开出让挂牌预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房屋地址
和美城广场27号11-4
和美城广场27号11-7
和美城广场27号11-8
和美城广场27号12-1
和美城广场27号12-2
和美城广场27号12-8
和美城广场27号12-9
和美城广场27号12-10
和美城广场27号12-3
和美城广场27号12-4
和美城广场27号12-5
和美城广场27号12-6
和美城广场27号12-7

余姚市城区巍星路40号42号
浒山街道乌山综合7号楼1004室
浒山街道乌山综合7号楼202室

和美城广场46号9幢20-3

建筑面积
277.1
108.37
108.37
279.87
77.92
108.37
118.41
268.00
77.92
277.10
265.23
118.41
108.37
95.68
28.9
79.31
79.30

房屋规划用途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办公
住宅

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办公

土地使用权类型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划拨
出让
出让
出让

余姚江澜府住宅小区位于位于余姚市泗门镇商贸新城，总
建筑面积：219790.02平方米，其中地上168980.02平方米。现就
前期物业管理面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招标单位：余姚昂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物业服

务企业。
2、拟派项目负责人需提供担任过项目负责人的项目所在

地物业主管部门出具的信用证明（无不良行为记录证明）。物业
企业提供企业所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出具的信用档案证明（无不
良行为记录证明）。

3、外地企业必须在投标截止日期前办理进城备案手续。外
地企业在余姚设立分公司的，要求出具余姚物业主管部门对该
企业分公司的信用证明（无不良行为记录证明）。

三．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地点：
截止时间：2019年 8月 6日 14:10，逾期提交的投标文件将

不予接收。
提交地点：余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详情请登录宁波公共资源交易网余姚分网 www.yyztb.

gov.cn

余姚江澜府住宅小区
前期物业服务（重发）招标公告

关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州中心支公司营业场所变更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完成，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州中心支公司由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蝶缘路218号南洋大厦8层迁至宁波市鄞州区首南

街道蝶缘路218号606室、706室、801-806室。根据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州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14330200801
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蝶缘路218号606室、706室、801-806室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16年07月20日
许可证颁发日期：2019年07月15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8990
机构负责人：金成伟

联系电话：0574-89020476
客户服务电话：95500
邮政编码：315100
业务范围：经营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

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一般责任保
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农业保险；经批准的
其他财产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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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友
燕玲）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

“第 23 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
萃”之小梅花佩花晚会昨晚在上海
举行，我市两名小选手王欣妍、朱浩
枫经过市、省及全国的多场选拔赛，
最终获得全国戏曲“小梅花”金花
奖的殊荣。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
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于 1997 年创办
的一项全国性、面向少年儿童的重
要戏曲艺术活动，是中国戏剧“梅

花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中
国少儿戏曲的最高水平，持续发
掘、扶持了大批戏曲幼苗。今年活
动影响力进一步扩大，39 家单位
选送了 282名专业和业余小选手参
加了复审。经复审委员会认真审
核，最终有 163 个节目、174 名小
选手进入现场展演终审环节。选手
表演剧目涵盖京剧、昆曲、越剧、
评剧等近 30 个剧种，其中还有巴
陵戏、歌仔戏、莆仙戏、泗州戏等
稀有剧种。

浙江省有 14 名选手进入全国
展演终审。最终我市小选手王欣妍
和朱浩枫摘得戏曲“小梅花”金花
奖，为宁波戏曲事业的发展增光添
彩。

王欣妍是海曙区宸卿小学的学
生，2013 年在市少儿戏曲比赛的
舞台上崭露头角。在现场展演终审
的舞台上，她用纯正的尹派唱腔完
成了《五女拜寿·奉汤》选段，获
得 96.85 分的高分。另一名选手朱
浩枫来自鄞州区邱隘镇中心小学，

他在市宁歌少儿艺术培训学校跟随
徐新娟老师学习越剧。他的一曲范
派《我老六今年活了三十多》字正
腔圆、表演真切，获得 97.45 分的
高分。

宁波市戏剧家协会多年来坚持
组织选拔优秀的戏曲苗子参加全
省、全国的小金桂、小梅花的评
选，有多名选手获奖，为大力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优秀的传统
戏曲艺术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开花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市两名小选手喜摘“小梅花”金花奖

本报讯 （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吕凯） 近日，2019 奉化区就业
创业服务季活动启动，33 个优秀
创业项目集体亮相“创业集市”。
活动为期 3个月，以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为重点，通过平台搭建、上门
帮扶、比赛评选等形式实现援企稳
岗促发展、重点扶持促就业、夯实
基础促服务三大目标。

围绕就业创业，服务季活动

端出重点人群专场招聘、校企合
作、创业集市、政策夜市、技能
提 升 系 列 工 程 、 跑 企 业 “ 五 个
一”工程等 12 道精心“烹制”的
人社“大餐”，帮助创业者找资
金、找市场，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等实现充分就业，
破解企业在人才引进、人资管理
等方面的难题。其中，全区将利
用公共实训基地，开展多元化技

能人才培养，计划培养 100 名企
业新型学徒和 1500 多名创业者，
提升 1000 余名职工实操技能，培
养农业创客、“电商弄潮儿”等新
型创业者 300人以上。

启动仪式上，区人社部门与邮
政储蓄银行奉化支行、奉化农商银
行、宁波银行奉化支行等 5家银行
签订创业担保贷款合作协议，为创
业者提供金融支持，并积极推动银

行优化服务流程，确保群众申报创
业担保贷款“跑零次”。

今年上半年，奉化区城镇新增
就业 7951人，同比增长 17.5%；城
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 1.62%低位；
新增创业实体 5545 家，创业带动
就业 27725 人，同比增长 11.4%和
13.2%； 完 成 技 能 人 才 培 训 6833
人 ， 其 中 新 增 高 技 能 人 才 2679
人，同比增长31.6%。

奉化12道人社“大餐”帮扶就业创业

本报讯（记者黄程） 2019 （余
姚·临山） 江南葡萄节昨日开幕。
开幕式上发布了临山“味香园”牌
葡萄价格指数——4 公斤精益礼
盒装 80 元至 90 元一盒，3 公斤精
品礼盒装 45 元至 55 元一盒，批发
价每公斤 11 元至 16 元，按等级出
价。

临山是宁波最大的葡萄精品生
产基地，有“江南葡萄沟”的美
誉，目前全镇种植葡萄面积 12000
亩，葡萄种植户 3000 多户。16 年
来，基地引种过 120 多个葡萄品
种，目前种植的精品葡萄有 38 个
品种。在味香园葡萄专业合作社引
导下，全镇种植户严格按照“每亩

控产、每株控穗、每穗控粒”的标
准种植精品葡萄。

据合作社社长傅伟尧介绍，虽
然今年雨水较多，但是通过三膜覆
盖、双膜覆盖以及采用避雨设施等
种植技术措施，保证了今年种植的
葡萄品质优良，每公斤平均价格比
往年高出2元。

另据了解，为了更好地拓宽销
售渠道，临山葡萄种植户由味香园
葡萄专业合作社牵头与正大集团合
作，通过网络渠道销售和专供北
京、上海、杭州等大型超市等方
式，打开了市场。目前，每天有大
型保鲜运输车将临山精品葡萄源源
不断发往全国各地。

“江南葡萄沟”品牌葡萄价格指数发布

本报讯（通讯员邵家艳 记者
徐欣）“我倡议：规划管理，严格
准入。”“我承诺：诚信经营，质价
不欺。”日前，“老外滩-来福士”
清廉商圈建设启动仪式在洛克体育
公园举行，商户和企业代表分别上
台郑重承诺。

“老外滩-来福士”商圈聚集
了 商 贸 、 休 闲 娱 乐 等 多 类 型 产
业。商圈所属中马街道根据推进

“清廉江北”建设的要求，依托商

贸业集中发展的优势，积极推动
清 廉 文 化 融 入 经 济 建 设 的 全 过
程，从优化政府服务、加强企业
管理、推进文化宣传等三方面着
手，推进清廉机关、清廉社区、
清廉企业、清廉文化四位一体融
合共促的清廉商圈建设，将“老
外滩-来福士”商圈打造成公平规
范、诚信廉洁、政商亲清的清廉
商圈。

“让廉政文化走进商圈、走进

企业，引导企业廉洁经营，依法经
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江
北区纪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来
福士商管公司是新加坡企业，企业
本身管理规范，对入驻来福士商场
的商户和企业有严格的准入要求，
不仅考量经营能力，更考量品牌声
誉和诚信，在与商户、企业签订的
合同中列明单独的廉政条款。如入
驻商圈的“今日头条”，就在内部
员工管理条例中规定：不许向客户

收取车马费，索取礼品，价值高于
100元的礼品上交公司……

据悉，下一步，街道还将进一
步深化清廉商圈建设，以廉政文化
进企业活动为载体, 通过签订廉
洁从业承诺书等方式，教育、引导
企业守法诚信经营。此外，街道还
将依托“最多跑一次”改革，优化
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加强对街
道工作人员的廉政教育和纪律管
理，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老外滩-来福士”清廉商圈建设启动

本报讯 （记者林海） 记者昨
日从体育部门获悉，2019 年全国
青少年木球锦标赛近日在商丘市
夏邑县太平镇举行，我市的两支代
表队宁波博泽学校队、鄞州区咸祥
镇中心小学队获得15块金牌。

其中，宁波博泽学校木球代
表队由徐艳青教练带领 12名队员
参赛，经过 4 天的角逐，最终取
得了7金5银的好成绩，包括B组
的杆数赛男子团体冠军和女子团
体亚军、男子个人冠军 （李海
峰） 和亚军 （陈军豪）、女双冠军

（尹梦亚/龙鑫鑫）、混双冠军 （王
玲/王帆）、男双亚军 （李海峰/
崔宇航），以及球道赛中的女子团

体冠军、男子团体亚军、男女单
打冠军 （王渊/王凡凡）、混双亚
军 （邱明月/齐鲁）。

在 A 组 （小学生 13 岁以下
组） 比赛中，鄞州区咸祥镇中心
小学木球队获得8金4银，包括杆
数赛的男女团体冠军、男子个人
冠军 （石长宏）、女子个人亚军

（朱芊芊）、男子双打亚军(朱念
天/忻尚坤）、女子双打冠军 （赵
晗雪/李倩丽）、混双冠军 （刘子
豪/徐瑜宁） 和亚军 （张澳锋/舒
佳），以及球道赛中的女子团体冠
军、男子团体亚军、女子个人冠
军 （童淅媛） 和混双冠军 （应冬
栋/徐瑜宁）。

全国青少年木球锦标赛

宁波两所学校获15金

昨日，浙江省第六届“群星”视觉艺术综合大展 （摄影展） 在宁
波月湖大方岳第群星展厅开展，展出来自全省群文摄影作者创作的 45
件作品，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以来浙江取得的辉煌成就。
本次展览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将持续至7月30日。

图为市民正在观看展览。 （周建平 摄）

省第六届“群星”摄影展开展

本报讯 （记者林海） 近日，
2019 赛季城市围棋联赛的宁波队
主场比赛在北仑影秀城丽筠酒店
举行。由世界冠军古力九段领衔
的宁波疏浅队迎战深圳圣源茶叶
队，双方鏖战近 3 个小时后，宁
波队以3/4子险胜对手。

此役，宁波队先派出了女将
陈思六段，她曾和队友一起获得
亚洲女子围棋锦标赛的团体冠军，
以及亚洲大学生围棋锦标赛团体
冠军。对方则派出了女将吴雨霏五
段，两人在开始阶段的局面保持均
势。此后，双方主将古力、吴树浩先

后登场，局面依然十分复杂。宁波
棋手王亦民七段上场时，宁波队的
用时已经从落后变为领先。最后，
通过比赛系统计算，宁波队惊险
胜出。

“比赛很激烈，局面一度非常
紧张，好在最终获得了胜利。感
谢大家专程赶来观看我们的比
赛，也希望下一次再来给我们加
油。”赛后古力这样总结。

当天，在比赛大厅还同时举
行了棋迷群英会三人联棋赛，宁
波鸵鸟队获得企业组冠军。在区
县(市)组中，鄞州队夺冠。

城市围棋联赛

宁波疏浅队主场险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