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
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详见 http:
//www.chinaresin.com/news.html；查阅纸质报告书请
以电话或邮件方式联系建设单位或报告编制单位，同
时企业安环处现场放置纸质报告书，以便公众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详见http://www.chinaresin.com/news.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欢迎任何单位或个人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电

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反馈。
建设单位：宁波争光树脂有限公司
联系人：戴峰伟
联系电话：0574-86555910
电子邮箱：11418121@qq.com
环评单位：浙江仁欣环科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文娟 联系电话：0574-55000353
电子邮箱：zhangwenjuan@rxhky.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次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

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宁波争光树脂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6日

宁波争光树脂有限公司年产2300吨大孔吸附树脂
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

养老入住咨询◆“医养结合，健康养老”

慈溪恭和苑内设医疗/养护部门，毗邻
古塘街道城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保定点），
搭建 24小时紧急急救体系及院内长辈就诊
绿色通道。

◆“专业护理、品质服务”

慈溪恭和苑的护理人员均经过正规培
训上岗，据评估等级为您提供个性化照护
服务。

◆“社工服务、接轨国际”

引入专业“社工”服务理念，为在院
长辈创建丰富的社交娱乐活动。

◆“高端品质、信赖之选”

慈溪恭和苑是宁波市一家“医养结
合”试点养老机构，隶属乐成集团，是全
国直营的连锁健康养老服务品牌，为老年
人提供医养结合、以养为主的健康养老专
业服务；公司以“创造人人向往的老年生
活”为发展愿景，替子女尽孝道，为长辈
提供品质晚年生活。

0574—63202999
400—818—7000

超高性价比养老社区
自理区：4890－7890元/户
护理区：4800－10000元/床
满足不同长辈入住所需

详情请电询

养老官网：http:www.ycsenior.com

养老地址：慈溪古塘街道北三环清源路75号

（会展中心西大门往西200米）

公交路线：15路/273路：家电会展中心站

3路/230路：家电会展中心南站

5路：界牌新村 （东界牌桥） 站

本机构招聘岗位：护士、护理员、切配

工，详情请电询0574-63873006

让每一位长者有尊严地享受健康、积极、自主、有爱、有品质的生活

乐成养老——恭和苑邀您体验品质养老生活

扫码关注“慈溪养老”客服号
实时解答您的养老问题

慈溪恭和苑

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535号 电话：87800666 日期：2019年9月19日

物资名称
全友伟伦物流设备

柴油发电机

焊机零售、维修

桥架直销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规格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品牌
全友伟伦

常柴

凯尔达、申工

普德利

价格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联系电话
13806671178

13967893757

15968084042

18106698007

物资名称
玻璃胶、发泡剂批发
货架批发、定制阁楼
起重设备批发零售
消防设备、安防器材
围栏护栏设计安装
灯具批发

规格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品牌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厂家直销
康铭、星思美

价格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联系电话
13056768083
13738546073
13967888688
13567889029
13957829558
13738496266

金秋装修把握住这五大点，让您的装修既“优”且“惠”。
大品牌：20年专注家装

20年专注装修，足迹遍布宁波，留下无数经典装修案例，
引领甬城众多装修风尚，这就是鼎天装饰。从设计、施工到后
期软饰搭配，完善的整体装修服务体系，正是大品牌为客户打
造完美之家的绝强优势。

大服务：整体家居服务商
鼎天装饰以【整体家居服务商】的定位，持续为客户提供

全面优质的服务。在设计阶段，实现空间设计、软装设计、家具
搭配同步协作，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小至一件挂饰，都为业
主细心思量，让业主感受到量身定制般服务，让效果图达到实
景般精准，更好地实现业主所见即所得的装修需求。

大补贴，50000元家具欢购券
为切实方便业主对软饰、家具产品的挑选，完善整体家居

服务链，鼎天装饰投入巨资，打造了超 1200平方米的【佰丽家
居美学实景体验馆】，旗下拥有 V5优胜美地、江南别院、米夏
汝果、赫斯特等包含新中式、美式、欧式等多种风格的高端家
具品牌。这是一家 20 年品牌公司对服务的执着和用心。此次
金秋家装节，鼎天装饰还为活动特供 5万元家具欢购券，用更
少的钱买到更心仪的家具。

大品质：五星级酒店施工标准
20年坚持匠心精神，鼎天装饰培养了工艺精湛、能挑大梁

的金牌施工团队，建立起成熟的工程管理体系。20年来，公司
不光筑造美好之家，还接连为东钱湖万金雷迪森度假酒店、维
也纳国际酒店等大型酒店提供优质装修服务，在家装、工装两
大领域不断开出荣耀之花。

大优惠：金秋有金，厚惠有期
金秋家装节，100平方米装修，至少省下5万元。活动现场

下定，送上全屋精美窗帘；下定即享砸金蛋赢取 6888 元免单
大礼，并享整点循环抽超级豪华家电礼等。

活动还免费为业主升级装修材料，不加价提升装修档次。
现场还有“老客带新客”奖励，签单即送价值 5000元感恩

礼。即日起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活动信息，到现场还能抽取红包
现金。

特别预告
9 月 22 日（周日 13:00-17:00），鼎天装饰 20 周年庆

【惠战金九】金秋家装节在南苑饭店三楼海华厅举办，现
场征集前60套样板房，成本价装修，悦享万元豪华礼包。

样板房报名热线：87371629 贵宾热线：87371699

惠战金九，装修看准5大点
9月22日，鼎天装饰“金秋家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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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褚
楚 许婧）“新安画派放怀丘壑写
家山，提出‘敢言天地是吾师’的
艺术主张，打破清初画坛‘四王’
一统天下的局面，把山水画推向了
师法自然的高峰。”昨日，宁波博
物馆策展部工作人员徐琴向媒体介
绍了《貌写家山——安徽博物院藏
新安画派精品展》的概况。

本次展览分“新安先声”“海
阳四家”“新安群英”“新安余韵”
四部分，77 件精品画作展示了明
清时期新安画派的艺术特征和文化
风貌，观众不仅能深入领会“新安
画派”的笔墨韵味和画家的高尚品
格，更能体悟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的

艺术精神。
新安画派是以新安江流域为活

动中心、绘画题材多以黄山和皖南
山水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画家群体，
发 端 于 明 清 之 际 ， 鼎 盛 于 17 世
纪，以“海阳四家”的渐江、汪之
瑞、孙逸、查士标为代表，近百名
画家一方面继承元代倪元林、黄公
望的绘画技法，一方面又广采博
取，另辟蹊径，自成一派，把山水
画从沉闷的摹古低谷推向了师法自
然的高峰，振奋了清初画坛。

左图为市民观赏新安画派精品
展。

（周建平 摄）

宁博展出新安画派精品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宁海记
者站蒋攀 通讯员何莎莎） 宁海县
桥头胡街道走出 20 多名艺术家，
昨天，这些“游子”响应家乡乡村
振兴的号召，自发成立黄墩艺社并
举办“归来”美术作品展。

据了解，桥头胡街道历史上因
黄墩港而闻名一时。黄墩港曾是宁
海、象山一带商人与海内外开展商
贸的枢纽，当地群众十分重视文化
艺术教育，自古有“耕读传家、诗
书继世”的优良传统。如今，桥头

胡街道是宁海县文化特色乡镇之
一，书画、刻纸、设计等享有盛誉。
这里先后走出了当代艺术家薛峰、
宁波大学副教授丁建国、著名画家
林洪等 20多名国内外知名艺术家。
宁波大学副教授丁建国创作的《时
代·丰碑》入选全国美展，青年画家
周毅创作的《村落修复计划》在刚
刚开幕的第十三届全国美展综合材
料绘画展中获得进京展的资格。

桥头胡籍艺术家得悉宁海县
委、县政府大力推行艺术助推乡村

振兴战略后，自发筹建黄墩艺社，
用艺术助力乡村建设。薛峰放下
10 月纽约个展准备工作，积极联
系分散在各地的桥头胡籍艺术家，
参加黄墩艺社的筹备工作；周毅一
边与各艺术院校对接，一边兼顾艺
社装修工程。

在桥头胡街道党委政府的支持
下，黄墩艺社昨日正式成立。该社
有三个创作室、两个艺术交流空间
和一个 500平方米的展厅，占地面
积约 1000 平方米。当天，来自全

国各地的约 80 名艺术家参加了成
立仪式。黄墩艺社还举办了一场以

“归来”为主题的美术作品展，展
出 70 余幅作品，为桥头胡居民送
上了一场视觉盛宴。

据了解，黄墩艺社成立后将致
力于传承和发展当地优秀文化，定
期开展公益性艺术普及活动，大力
推动乡村文化发展，用艺术的力量
助力农业产业的发展，培育文明乡
风、淳朴民风，不断提升当地群众
的道德水准和精神文明。

宁海桥头胡街道走出20多名艺术家
他们自发“归来”助力家乡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童诗涵） 昨日上午，大嵩所城历
史陈列馆揭牌仪式在鄞州区瞻岐
镇东城村文化礼堂举行。

瞻岐镇东城村坐落于历史悠
久的大嵩所城，居民祖先多是当
年的守城将士、筑城民工、渔
民、盐民和农民，其中几个大姓
是当年抗倭名士“十八指挥”的
后裔。大嵩所城遗址覆盖范围较
大，遗迹较多，是明清东南沿海
所城及所辖烽火台海防体系的典

型代表。现存所城城墙虽不完
整，但所城格局基本完好，下辖
的烽火台也大多保存较好，它对
海防历史研究和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具有重要的意义。2017 年，大
嵩所城遗址被列入省级文保单位。

大嵩所城历史陈列馆从 2018
年 3 月开始建设，今年 6 月正式竣
工，面积 180平方米。展陈分前言、
海防重地、抗击外侮、寻踪觅迹、后
续等5大篇章，置有古城砖、图片等
展品，尽可能还原大嵩所城的面貌。

大嵩所城历史陈列馆揭牌

本报讯 （记者陈青） 日前，
慈溪大德戏曲艺术团的越剧 《徐
福东渡》 作为优秀入选剧目，参
加了在郑州举行的中国剧协第二
届民间职业剧团优秀剧目展演。

越剧 《徐福东渡》 由作家戚
天法任编剧，李钦祥执导，由慈
溪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徐
福东渡”的传说改编而成。该剧
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搬上舞台，并
赋予其现实意义。

大德戏曲艺术团是慈溪市民
营文艺精品团队，有 55名演职人
员，其中，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2人，国家二级演员3人。该团排
演了 《五女拜寿》《碧玉簪》《红
楼梦》《玉蜻蜓》《血手印》 等 10
多部经典全本剧目，曾参加全国

越剧大奖赛等重大赛事。
2016 年 4 月，团长岑宇决定

编创励志大戏《徐福东渡》，2017
年 4 月，越剧 《徐福东渡》 在慈
溪市人民大会堂首演，受到专家
和观众的一致好评，此后登上宁
波天然舞台。央视戏曲频道“采
风”栏目专题介绍了《徐福东渡》。
2018 年 6 月，中国剧协分党组成
员、秘书长崔伟等一行到慈溪调
研，高度肯定越剧 《徐福东渡》。
同年 7月，《徐福东渡》 参加全省
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折子戏精品展
演获金奖。经过两年多的精心打
磨，越剧 《徐福东渡》 日臻完
善。据悉，民间职业剧团优秀剧
目展演由中国剧协主办，来自全
国各地的10台剧目参与了展演。

我市民营剧团亮相全国展演

本报讯（记者汤丹文） 昨日，
由鄞州区姜山中学和鄞州新华书店
合办的校园书店“堇南书苑”正式
挂牌。这是鄞州新华书店“悦读时
光”品牌店再一次进驻校园。

“堇南书苑”由姜山中学的旧

报告厅改建而成，面积 250 平方
米。书店装修风格透着浓浓的“欧
陆”风格——彩色玻璃窗、罗马立
柱、雅典式门厅……6000 多种书
籍、上百种文创产品以及咖啡茶饮
等设施，使这里成为姜山中学学子

课余看书、交流的文化阅读新空
间。

姜山中学前身为鄞县私立堇南
初级中学，书店现场设立了“堇南
书单”，以引导学生的阅读。“遇到
一个关键的人，读到一本好的书，

都会改变你的人生。希望这里能成
为同学们完善自己社会生命和精神
生命的地方。”姜山中学校长史定
海在书店挂牌仪式上表达了这样的
愿景。

当天下午，宁波文化媒体人应
坚受邀来到“堇南书苑”，为同学
们上了一堂题为“古诗词与中国文
化精神”的讲座，成为书店“堇南
讲堂”的首讲。

“堇南书苑”在姜山中学挂牌

身着汉服的女子在欣赏陈列馆的仿古建筑。
（胡龙召 童诗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