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具体

竞买资格及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三、挂牌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http://land.zjgtjy.cn/GTJY_ZJ/

go_home） 进行。申请人须办理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要求，并按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方可参加网上挂牌
出让活动。

四、挂牌出让活动有关时间
（一） 挂牌报名时间：2020 年 4 月 28 日 9:00 至 2020 年 5 月 6 日 16:00；
（二）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0 年 5 月 6 日 16：00 （银行到账时间）；
（三） 挂牌报价时间：
2020 年 4 月 28 日 9:00 至 2020 年 5 月 8 日 10:00；
五、竞得人确定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六、其他事宜
挂牌出让文件及地块相关资料，可登录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浏览或下载。
交易机构联系人：向老师、虞老师
咨询电话：0574-89284903、89289942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4月7日

地块
编号

甬储出
2020-
020 号

地块名称

鄞 州 区 JS-
08-e2(姜山
镇 核 心 10
号)地块

坐落位置

鄞 州 区 姜 山 镇 仪
门 村 ，东 至 环 镇
路 ，南 至 用 地 界
线 ，西 至 中 心 路 ，
北至雁湖路。

土地
用途

城镇住
宅及配
套用地

出让面积
（平方米）

48386

起始价
（元/平
方米）

楼面地价
12500

保证金
（万元）

21780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
R≤1.8

绿地率
（%）

≥30

建筑
密度
（%）

≤30

建筑
限高
（米）

≤54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甬土告 〔2020〕 01009 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规定，经宁波市人民政府批准，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
出让下列一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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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宋超 孙佳韵）“今天的饼皮包得
有点丑，但是菠菜卷双拼还是很美
味！”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大
三学生杨柳婷昨天在网上晒出了疫
情防控期间的美食日记。两个多月
来，她每天自己动手做饭，做出百
道创新菜品孝敬祖辈，爷爷奶奶乐
不可支。

家在宁波，父母工作忙碌，在
这个加长版寒假里她挑起了照顾长
辈的担子。从东北锅包肉到广西螺
蛳粉，韩式辣酱烤肉到五分熟的菲

力牛排，甜点还有芝士古早味蛋糕、
酸奶慕斯蛋糕等等，杨柳婷融汇中
外美食的朋友圈让人垂涎三尺。

每天的午餐时光成了杨柳婷爷
爷奶奶最享受的时刻，总是满怀期
待地看着孙女从厨房端出一道道新
颖 的 菜 肴 。“ 食 材 都 是 菜 场 常 见
的，但是婷婷总能做出我们没见过
的样式！”为把菜肴做得还原度高
且符合长辈的口味，她还调整配料
表。“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从来吃
的都是口味清淡的杭帮菜，做川菜
时适量减少辣椒，更注重食物的

鲜。”在食材和烹调方式上，她大
量选择了即使牙口不好也能享用的
菜色。

有邻居调侃她，大学生在家学
做菜不务正业，但她说做菜能照顾
长辈，还能学以致用，真是一举两
得。学产品设计专业的她将建模渲
染、材料设计等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用到了摆盘上。比如：柔软细腻的
蛋糕适合木质盘或是白色盘，用干
净底色平衡蛋糕给人带来的甜蜜
感，在旁边放一杯咖啡更有视觉解
腻效果；而韩式炒年糕本身颜色非

常鲜亮，让人有饱腹感，用生菜铺
底的深色平盘盛出，再点缀些白芝
麻，可以产生让主食变零食的错
觉。

经过她的悉心照料，80 多岁
的爷爷奶奶不但没因不能随时出门
遛弯而觉得烦恼，反而心甘情愿地
宅在家里看小孙女来回“折腾”，
每天品尝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
品，享受着浓浓的亲情。偶尔出
门，他们还会眉飞色舞地向邻居们

“炫”一番自己的宅家伙食，引得
旁人羡慕不已。

宁波一大学生宅家“跨界”做厨师

创新百道菜品孝敬祖辈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吴敏勇） 挖坑、栽种、浇水⋯⋯这
段时间，象山定塘镇台洞塘村的党
员干部带头，在大塘港附近的连片
荒地上，种植 3200 余株大叶尾张
柑橘苗木。“此次栽种的大叶尾张
柑橘苗木总面积约 29 亩，承包出
租后预计每年能为村集体增收近 8
万元。”看着大伙热火朝天的劳动
场景，村党支部书记顾礼阳感慨不
已。

台洞塘村位于定塘西北角，全
村 有 262 户 共 970 人 ， 拥 有 耕 地
1000 余亩、山林 168 亩，村民主要
从事蔬菜、柑橘种植，村集体经济
较薄弱。去年，随着集体土地承包
合同到期，加之原先种植的柑橘树
体老化、效益低下，村集体经济收
入更是日见减少。

顾礼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今年初，他开始谋划开垦一片废弃
的柑橘地以及村里零散的荒地。顾
礼阳在村两委班子和全体村民代表
会议上提议，并经多方商量后，考
虑到经济效益最大化，便于后期嫁
接红美人、绿美人等优质柑橘品
种，最终决定利用荒地种植大叶尾
张柑橘苗木。对此，全村干部群众
大力支持。

没想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打乱了村里开垦集体荒地的计
划。防疫不可松懈，促产时不我
待。人从哪里来？村里的党员干部
积极站了出来。

“在党员干部微信群发出通知

后，大伙干劲十足，纷纷放下手头
事情赶过来义务开垦、种植树苗、
浇水施肥⋯⋯”顾礼阳带领党员干
部，按农时规律采取有序下田、分
时下地、分散作业的方式，挖坑栽
种橘苗。“就连退休多年的老支书
黄财龙也主动请缨，参加义务劳
动。”他说。

据了解，此次栽种的柑橘苗木
由村里统一采购，以村四套班子以
及党小组为单位划分责任区，并全
权委托村里柑橘种植“土专家”、
村委毛孝权负责日常管理，充分发
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意识、团队意
识，助力村集体经济增收。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高村

集体的‘造血’能力，是实现乡村
振兴、带动农民共同致富的一个重
要抓手。”顾礼阳告诉记者，原先
村里出租荒地每亩约 700 元，通过
种植柑橘苗木，再进行公开招标承
包，最高能达到每亩 3000 元，有
效提升农村土地价值，实现村集体
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荒地变身“聚宝盆”
象山台洞塘村“妙招”盘活集体经济

村里党员干部垦荒种植柑橘苗木。 （吴敏勇 沈孙晖 摄）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奕超超 林炳潮） 我市多地公安机
关最近通报破获的网络赌博案件。
这些案件有一共同点，都是通过某
关注度不高的聊天 APP 进行网络
聚赌。办案民警告诉记者，疫情防
控期间，无法外出聚众打牌，于是
有人将“战场”转移到了网上，参
加所谓的“云麻将”，导致近期网
络赌博犯罪呈多发态势。

去年，一棋牌类游戏平台客服
人员联系上爱好玩手机棋牌游戏的
董某，告诉他可以在某聊天 APP
上建群组织他人打麻将，会有一定
的返利。董某在客服人员的指导
下 ，在 该 聊 天 APP 里 创 建 了 一 个
群，随后他将自己的“麻友”拉入群。
起初圈内只有 20 人左右，但随着

“朋友介绍朋友”，尤其是疫情防控
阻击战开启后，入群人员更多，很
快群里“麻友”就超过 130 名。

董某将客服人员发给他的链接
发到群里，然后由群友点击进入相应
的赌博平台。每人在平台内打一局麻
将需要支付 50 钻石，钻石通过平台
系统充值获得，如充值 6 元可获 600
钻石。至于群友的输赢情况，通常会
在群内以发红包形式另行结算。

“他们使用的这个聊天软件比
较冷门，使用率与关注度都不高，
就是想钻这个空子。最近网络赌博
的案子多了起来，我们这里发案率
同比增长了 25%。”办案民警说，
他们排查出 8 个类似聊天群，并于
日前展开抓捕，抓获葛某等 9 名犯
罪嫌疑人，涉赌资金流水超 4000
万元。

宁海警方也成功侦破一起利用
聊天平台开设赌场案，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 22 名。3 月以来，宁海网
警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
人在进行网络赌博，手法与奉化的
案件相同。经过 20 余天的连续侦
查，警方基本查清该起涉赌案件的
组织者和参与者，并于 3 月 24 日晚
上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经查，魏
某等 8 人于 2017 年开始先后在某聊
天平台创建 7 个赌博群，将“游戏”
链接发送至群内，供群内 900 余人
赌博并抽头盈利。魏某等人从中非
法获利 60 多万元。目前，这些人
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我们发现，很多人以为金额
很小，就将网络赌博误认为只是游
戏而已。事实上，这是一个无底
洞，输得倾家荡产的大有人在。”
民警说，市民要认清网络赌博的危
害性，绝不可有“小充一笔，试玩
几下”的心态。否则，一旦深陷其
中，必定追悔莫及。

聊天平台变成网上赌场
网络赌博犯罪呈多发态势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梁
彬） 近日，一场特殊的揭榜仪式在
镇海区澥浦镇十七房村举行：在文
化礼堂的进口处，澥浦镇的诚信履
行个人和企业被张榜褒扬，而在另
一边，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被张榜
公布。

据悉，十七房村是镇海诚信履
行人员和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进农

村文化礼堂和社区文化家园的首
站。“我们将充分利用文化礼堂、
文化家园在聚集群众、教育群众和
引领群众上的优势，让破解执行难
和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真正走群众路
线，以更加贴近群众生活、方便群
众认知的方式，激活发动群众力
量，推动镇海的诚信水平提升到更
高水平。”镇海区人民法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诚信履行和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进农村文化礼堂和社区文化
家园将在全区推开。

去年 8 月 7 日，镇海区人民法
院出台了 《关于促进当事人自动履
行助力执源治理的意见》，建立了
全国首个当事人自动履行正向激励
机制。对凡是在法院裁判后能按时
履行，并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未履行

完毕的执行案件的当事人，均纳入
法院建立的“诚信履行名单库”。

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仪式上，十
七房村村民蒋先生因诚信履行法院
的裁判，获得杭州银行 30 万元的
授信。“诚者有得，我们向蒋先生
发放‘诚信履行贷’金融产品，支
持他进一步做大做强事业。”杭州
银行江北支行相关负责人说。

抗拒执行违法 诚信履行光荣

镇海将全面推行诚信履行和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进文化礼堂和文化家园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员
虞南） 清明时节，正值仲春与暮春
之交。“梧桐枝上始含英，新莺嘹
乱柳烟低。”阳光适时上线，本周
甬城晴多雨少，气温稳中有升，天
气进入舒适期，大家可以尽情拥抱
春日的温暖。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 10
天，江南南部、华南及云南东部平均

气温仍较常年同期偏低 3℃至 5℃。
10 日至 11 日，西北地区东部、四川
盆地东部、江汉、江南、贵州及华南
等地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
述地区并伴有 4℃至 6℃降温，长江
以北地区有 4 至 6 级偏北风。

根据预报，周二至周五晴到多
云；双休日受弱冷空气影响，我市
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本周气温起伏
不大，最低气温 7℃至 11℃，最高
气温周二到周五从 16℃逐渐上升
至 20℃ ， 双 休 日 回 落 到 15℃ 至
16℃。气象部门提醒，近期降水
少，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高，请大家注意用火安全。

本周甬城晴多雨少
气温稳中有升

费伟华

从 本 月 开
始，公筷公勺已
经成为鄞州区云

龙镇 196家餐饮企业的标配。云龙
镇首批 100名文明就餐督导员正式
上岗。看到有消费者文明使用公
筷，他们就会发放优惠券。这项给
力措施，让自觉使用公筷的消费者
多了，更让辖区餐饮店的生意红火
了。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们清
醒地认识到了唾液、飞沫近距离传
播病毒的危害性，越来越明白科
学、文明饮食的重要性，也希望改
变一下不良的用餐方式。然而，在
许多人的传统观念里，总觉得老老
少少围桌合食，热热闹闹，才显得
有气氛；亲友之间互相夹菜，才显
示热情好客。因此，对根深蒂固的

传统饮食方式的革命，也不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情。

最近，全国各地纷纷发出了使
用公筷的倡议，但要让“公筷行
动”真正落实到餐桌上，还需要建
立一定的激励和引导机制。笔者以
为，像云龙镇推出的“你文明，我
打折”活动，就是一种好办法。这
样，不仅可以让市民从现在做起，
从我做起，主动做公筷行动的践行
者、引领者和支持者，自觉纠正卫
生陋习，逐渐养成良好的就餐习
惯，让“舌尖上的文明”成为体现
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营
造使用公筷的宣传氛围，而且让市
民在使用公筷用餐的同时，立马得
到消费的实惠，也有利于促进更多
的市民参与消费，助力餐饮业的回
暖和发展。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为公筷用餐优惠券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