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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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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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鄞州区潘火街道岙里王村
鄞州区潘火街道岙里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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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8.49
29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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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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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让
出让

现有宁波报业传媒大厦（宁东路901号）内（办公楼
5215平方米、店铺8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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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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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铺

商铺

楼层

A座北楼六楼

A座北楼七楼

A座南楼一楼

A座南楼一楼

面积（㎡）

3615

1600

200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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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通讯员
侯金辉） 昨日，在“慈联汇”慈善
项目推介会上，我市有关单位正式
发起“助力册亨脱贫行动”，呼吁
广大爱心人士伸出援手，为册亨县
1万余户易地扶贫搬迁户捐赠基本

生活用品。一床被子、一件冬衣、
一张床或者一张桌子，都是贵州省
黔西南州册亨县贫困家庭急需的物
资。

册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和国家
新阶段扶贫开发重点扶持县。近年
来，该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计
划”，搬迁 20061户、87540人，其
中 ，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11548 户 、
49096 人。他们从大山里搬出，住进
了中心城镇的新居，不用再担心地
质灾害和交通不便，然而许多家庭

缺少夏衣、冬衣、床、被褥、客厅用
具、衣柜、厨具等“两不愁，三保
障”基本保障类物资。

为此，宁波市江北区社会工作
协会、社会组织发展中心、新生代
企业家联谊会、社会福利企业协会
发起倡议，并联合宁波市慈善总
会、中国宁波网“宁波帮帮帮”、
江北区慈善总会、江北区红十字会
共同发起“助力册亨脱贫行动”，
希望通过线上捐款、线下捐物等方
式为册亨的贫困家庭解决物资紧缺

问题。
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可以通过

宁波市慈善总会、江北区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等单位捐赠。本次募捐活
动自即日起，到9月6日为止。

会上，市慈善总会还就“99 公
益日——共享纯净一人一杯”慈善
项目进行了推介，该项目旨在为贵
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市小学生赠送杯
子，帮助他们解决干净饮水问题。99
公益日是国内互联网公益日之一，
活动时间为每年9月7日至9日。

我市发起“助力册亨脱贫行动”
为易地扶贫搬迁户捐赠基本生活用品

昨日下午，海曙区段塘街道的
一处建筑工地内，工人正在“小憩
驿站”内饮水、休息。在海曙区各
级工会的牵头下，不少工地修建了

“小憩驿站”，供建筑工人使用。自
本月起，海曙区总工会开展夏送清
凉活动，提醒企业高温期间保障职
工生产安全，并拨款 37 万余元，
用于建设“小憩驿站”以及发放防暑
用品。

（刘波 忻之承 摄）

工地上有个
“小憩驿站”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张
璐易）“2019 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
海丝文化研习营”昨日在保国寺启
动，由宁波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办
公室专家、宁波市文化志愿者以及
高校优秀学生代表组成的考访团，
将体验一次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匠
心之旅。

本次研习之旅为期 4 天，活动
紧紧围绕“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这个主题，以保国寺为起点，经上林
湖越窑遗址、永丰库遗址、龙泉窑遗
址等浙江省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
遗产申遗点，通过实地考访、专家讲
解以及互动体验等多元化研习形
式，让学生走进海丝文化、亲近海丝
文化、了解海丝文化。

宁波是古代三大海港城市之
一 ， 是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 活 化
石”。海上丝绸之路是经济之路，

更是文化传播之路，了解宁波海丝
文化就是了解宁波的历史文化，感
受宁波的历史文化底蕴。保国寺作
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宁波段
的申遗点之一，是我国江南地区罕
见的宋代建筑遗存，见证了中国传
统木构建筑技艺沿海上丝绸之路在
东亚板块内传播的历史。保国寺古
建筑博物馆邀请宁波市海上丝绸之
路申遗办公室的专家加入此次海丝

文化研习营，旨在让学生们了解家
乡的历史文化遗迹，加强他们对地
方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近几年来，保国寺多次在暑期
组织研习营，带领高校学子等寻访
海丝遗产与古建营造，不断探索

“遗产+教育+休闲”模式下历史文
化传承、时代价值传播的新路径，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博物馆负
责人表示，木石无言，历史有迹，
希望通过这样的研习活动，让更多
的学生走出现代城市，用心感悟每
一处古迹、每一件文物留给当代人
的厚重历史与独具匠心，成为传统
文化遗产的坚定守望者。

保国寺启动海丝文化研习营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王岑） 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前
天上午，我市公安机关组织开展
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
动。

在鄞州区瞻岐镇，宁波某特

种钢有限公司在各方的监督下负
责具体销毁工作。此次活动销毁
各类枪支 593 支、仿真枪 148 支、
管制刀具近 3.28 万把、弩 23 支，
枪支零部件10.21万件；警用装备
报废销毁7726件。

公安机关销毁一批非法枪爆物品

本报讯 （记者林海） 昨日，
在山西省忻州市举行的第二届全
国青年运动会拳击决赛中，宁波
市第二少体校培养的运动员丁怡
获得体校乙组女子 70 公斤级冠
军。比赛中丁怡一路领先，以
50 的绝对优势连胜三局轻松夺
冠。

据介绍，丁怡于 2003 年 4 月
出生，2013年 11月由北仑三山小
学输送至宁波市第二少体校，师
从范行东教练，曾获得 2018年全

国少年女子拳击锦标赛第三名、
2017 年浙江省青少年锦标赛冠
军、2018年省运会亚军等荣誉。

据悉，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拳击比赛体校组有 66支代表队
230 名运动员参加角逐，比赛设
男、女，甲、乙组 29个级别。宁波市
第二少体校有 5 名运动员参加本
次比赛，获得 1 金 2 铜和 1 个第五
名，除丁怡夺金之外，汪盈盈、杨江
涛分别获得女子甲组 57公斤级和
男子甲组57公斤级铜牌。

全国青运会宁波女拳手丁怡夺冠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李军） 昨天，宁波合唱团载誉
归来，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鄂尔
多斯草原丝路合唱节中，他们以
总分第一的成绩夺得成人组金
奖。这是宁波合唱团继获得第三
届浙江省合唱大赛金奖和第十三
届中国国际合唱节金奖之后又一
次取得好成绩。

据了解，第二届鄂尔多斯草
原丝路合唱节分成人组、老年
组、少儿组进行比赛，吸引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 33 支合唱团参
加。宁波合唱团凭借扎实的基
本功、默契的配合和高超的演
唱技巧，总成绩遥遥领先，最
终获得成人组金奖。同时，常
任 指 挥 卢 璐 彬 获 优 秀 指 挥 奖 ，
汤俊杰、陈耀威获优秀指导教
师荣誉称号。宁波合唱团在本
届合唱节期间，还先后参加了开
幕式音乐会、合唱团展演、颁奖
音乐会的演出和大师班示范团的
演示。

宁波合唱团草原丝路合唱节获金奖

昨天，江北区教育
局组织全区 130 名校园
保安进行擒拿、格斗、
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
技能培训，守护校园平
安。图为导师指导保安
进行心肺复苏操作。
（蒋炜宁 王涛 摄）

校园保安暑期“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