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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笔者从雅戈尔·香湖丹
堤 3 期媒体沙龙品鉴专场活动上获
悉 ， 其 3 期 三 大 国 风 院 墅 产 品 面
世，它们形态各异、亮点纷呈。与
会者通过项目所在位置优势、产品
亮点、品牌价值等多角度全方位解
构其未来价值与区域潜力。

雅戈尔置业副总经理李寒辉通
过一系列数字，全景式地介绍香湖
丹堤 3 期情况，它所在的达蓬山区
域，约 175 万平方米的一线窖湖风
光、约 16.6 万平方米的环湖亲子乐
园以及千年的徐福文化底蕴等为项
目注入强大的吸引力。

与会者认为，香湖丹堤 3 期所
在的区域将是宁波下一个宜居“风
口”。慈溪地处沪、杭、甬三大环
杭州湾城市的共同腹地，也是这三
大都市经济圈的核心交汇带，得天
独厚的地理优势，使之成为杭州湾

地区连接南北的黄金交通节点。慈
溪龙山与宁波江北区、镇海区接
壤，处于慈溪东融宁波的最前沿的
城镇，属于湾区经济下的潜力之
城，是宁波城市北扩、融入上海的
重要节点。

香湖丹堤 3 期依托其庞大的湖
山资源系统，为客户构造湖山拾乐
生活，打造坊巷邻里墅居，实现拾
乐湖山间，归心坊巷里的人居愿
景 。 项 目 整 体 规 划 建 面 210 平 方
米-250 平方米国风合院、建面约
180 平方米山水联排和建面 102 平方
米-147 平方米湖山洋房三种低密产
品。项目景观汲取中国传统坊巷的
城市肌理和宁波坊巷文化的积淀，
根据建筑布局进行有机组合，以组
团为坊、景观轴线为巷，通过串联
的方式实现移步易景。

雅 戈 尔 打 造 产 品 的 初 心 是 什

么？雅戈尔置业副总经理金正飞表
示，作为宁波本土龙头房企，雅戈
尔先后打造了钱湖比华利、香湖
湾、香颂湾等标杆别墅项目，广受
市场欢迎。香湖丹堤 3 期是继 1 期
地中海风格独栋别墅、2 期法式庄
园别墅之后，第三次在达蓬山窖湖
畔打造的湖山迭代之作，大开间设
计在市场上独一无二，项目联排产
品具有约 9.9m 的大开间，合院产品
达到了约 10.7m 三开间，而洋房南
向大客厅也有约 5.4 米的开间。

关于合院产品，香湖丹堤 3 期
回归经典，在产品业态上作出升
级，设计成双拼合院，实现端户资
源最大化，使院子更加规整，实现
三面采光，采光和朝阳面的扩大，
也意味着舒适感的升级，双拼合院
所带来的体验升级也是实实在在
的。 （韩郁 仇纾媛）

雅戈尔·香湖丹堤3期三大国风院墅产品精彩纷呈

保利·湖光印“光影谧境”美学
示范区日前亮相，由此开启了一场
美学艺术的品鉴之旅。在示范区内，
光之门、光之屏、光之林、光之镜、光
之厅、光之韵等六大景致的紧密串
联，把光影变化的美感进行了淋漓
尽致的演绎。

保利置业对示范区倾注了大量
心血。它以月湖十景为基调，结合湖
畔访学的空间秩序，并引入四重空
间归家礼序，呈现厚重的文化符号
和精神内涵，形象刻画“回归湖居生
活”的人居概念。

大块墨黑景墙，在流动叠水和
天然光线的映照之下，舒展着空灵
的意趣和雅致。迈入示范区通过门
前走廊，途经“静伫”的人形雕塑，抬

头仰望，天光从顶部泻下，宛若沐浴
在自然之中。

屏，自古便是归家礼仪的象征，
在示范区内，屏成了点缀艺术空间
的设计大师。长廊在侧，绿树在庭，
沿着廊曼绿庭，运用彩釉玻璃静心
打造而成的“光之屏”是一道耀眼的
风景，玻璃上的“九业并举 万亿布
局”字样，集中展示保利的品牌实
力。而彩釉玻璃独特材质在光线折
射照耀下，和自然景观形成虚与实
的多维变幻。

保 利 置 业 以 当 代 景 观 设 计 语
言，甄选每一棵树，相聚成林，构筑
出了这处“光之林”空间。阳光之下，
林木葱茏，天色晴翠，斑驳树影落在
干净简洁的墙上，清风吹拂，形成一

幅独特的动态画卷。
流水潺潺，心韵悠悠，沿着仿石

步道踱步徐行，映入眼帘的两叠水
景，让心境豁然开朗。微澜的水面倒
映出建筑、植物、天光的投影，让人藏
心于境，藏情于景，别有一番意境。

黑色砾石与绿色草坪彼此穿插，
渐渐铺陈开来。材质与色彩间的变换
交错，“光之韵”给空间带来了无尽的
艺术气息和回归自然的体验感。

示范区的点睛之笔，是与光之
镜互为对景的“光之厅”，谓之“拾光
艺术美学馆”。在敞阔空间内，大面
积玻璃墙面的运用，恰到好处地引
入自然光线，使建筑景观与室内有
效融合，营造出外中有内、内中有外
的意境。

为了打造契合当代城市精神的
人居作品，保利·湖光印充分考量土
地、建筑、空间之间的联系，于双河
湾汇的珍稀地脉，建造建筑面积 119
平方米-175 平方米低密洋房阔院，
并以光作为设计灵感，打造极简光
影建筑，精筑“一轴两心九园”园林
艺境，将“让生活遇见光”的理念融
入日常之中。

据悉，湖光印二期新品即将面
市，让人期待。 （韩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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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政府采购中心就以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采购，现
邀请合格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采购编号：NBZFCG2020C027G。
2、项目名称：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0 年交通科技

设施建设监理项目。
3、采购预算（最高限价）：标包 1：95.3 万元。
4、采购需求：
标包 1：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0 年交通科技设施建

设监理项目，详见项目需求说明。
5、合同履行期限：标包 1：合同签订之日起至监理范围内

所有项目完成建设并通过验收。
6、联合体投标：不接受。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且未列入“www.

creditchina.gov.cn、www.ccgp.gov.cn”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记录名单
在禁止参加采购期限的供应商。

2、本项目特定资格条件：无。

三、获取招标文件方式：请到浙江政府采购网(zfcg.czt.zj.
gov.cn)或宁波政府采购网（www.nbzfcg.cn）免费下载电子文件。

四、电子投标和开标事项
1、政采云电子投标开标平台：www.zcygov.cn
2、提交电子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0 年 8 月 27 日 930。
3、电子投标文件解密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后半小时内。
4、开标现场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

务中心四楼开标区（具体场所安排详见电子指示屏幕）。
五、公告期限：自公告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项：本项目在四楼开标区视频直播评审现

场情况。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地址：宁波鄞州区

兴宁路 48 号，联系方式：叶警官/0574-81981228。
2、集中采购机构：宁波市政府采购中心
项目联系人：陈先生 TEL：574-87187959
FAX：0574-87187961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五

楼 邮编：315066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2020年交通科技设施建设监理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因 G1504 宁波绕城高速公路部分匝道夜间维修养
护施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
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实施以下临时交通管制：

一、2020 年 8 月 11 日 21：00—次日 05:30，宁波北枢
纽：宁波北收费站往杭州、台州、金华方向（绕城外圈）
匝道关闭，禁止车辆通行。

二、2020 年 8 月 12 日 21:00—次日 05:30，小港互通：
小港收费站往临江方向（绕城外圈）匝道关闭，禁止车
辆通行。

三、2020年8月13日21:00—次日05:30，小港互通：临
江往小港收费站方向（绕城内圈）匝道关闭，禁止车辆通行。

四、2020 年 8 月 14 日 21:00—次日 05:30，沙河互通：
沙河收费站往九龙湖方向（绕城外圈）匝道关闭，禁止
车辆通行。

五、2020 年 8 月 15 日 21:00—次日 5:30，大碶枢纽：
北仑收费站往灵峰方向匝道关闭，禁止车辆通行。

六、2020 年 8 月 18 日 21:00—次日 5:30，九龙湖互
通：九龙湖收费站往保国寺方向（绕城外圈）匝道关闭，
禁止车辆通行。

受限车辆可提前或在下一出口下高速，从地面道
路绕行上高速。遇天气等特殊原因难以施工的，施工和
管制日期顺延，管制时间 21:00—次日 5:30 不变。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
和生活，选择好出行线路，配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
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
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
宁波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

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6日

关于 G1504 宁波绕城高速公路
部分匝道因施工夜间临时关闭的公告

（2020年第74号）

受中山西路 1182 弄及龙湾银都南侧路继续施工影
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
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原《关于中山西路 1182 弄桥梁施工
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2019 年第 98 号）、《关于龙湾银
都南侧路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2019 年第 112 号）
公告的交通管制进行延期，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另即日起，狮子街（琴桥停车场-大沙泥街）原单行
线取消，恢复双向通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
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确保
安全有序。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海曙区房屋投资发展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8月3日

关于中山西路1182弄施工期间及龙湾银都
南侧路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延期公告

2020年第73号
为配合 2019 年东钱湖部分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的

施工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对奉钱线（郭
家峙段）实施如下交通组织调整，拟定车辆管制时间为
2020年8月3日—2020年 9 月 30 日，具体交通组织如下：

一、奉钱线郭家峙桥位置 K26+200-K26+300 禁止
一切车辆通车（村内出行及其他车辆采用绕行通行）。受
限车辆可通过光大、广博地块临时道路通行。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工作
和生活，同时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带来不便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宁波东钱湖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市公安局东钱湖分局交（巡）警大队

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建设和交通服务中心
2020年7月30日

关于2019年东钱湖部分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
临 时 改 道 交 通 组 织 调 整 的 公 告

黄明朗

7 月 30 日，全市千余家限上
餐饮企业发起《推行“甬城公筷”
共建文明餐桌倡议书》，上万家小
餐饮单位纷纷响应，目前使用公
筷公勺行动已在全市 95%以上的
限上餐饮企业铺开。

多年来，使用公筷公勺一直
是我国饮食文化的热点话题。今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两会期
间，很多代表、委员将目光聚焦于
在全国推广使用公筷公勺。然而，
仼何习惯的养成都不可能一蹴而
就，人们往往“健忘”。当年因“非
典”驱动，使用公筷公勺曾风行一
时，后来人们便故态复萌。今年 3
月，当餐馆重开时，几乎每家餐馆
会提供公筷公勺，但到 5 月随着
国内疫情好转，很多食客“好了伤
疤忘了疼”，对餐馆提供的公筷公
勺“不买账”。怎样才能把使用公
筷公勺“新食尚”推广开来、坚持
下去？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日前，
美国休斯敦一位医生感叹，他在
打两场战争，一场对抗病毒，一场
对抗愚蠢，战胜新冠病毒还有希
望，战胜愚蠢越来越难。他的话表
明，落后的、非科学的社会意识能

够阻碍社会的发展。推行公筷公勺
存在诸多“堵点”，首先与国人健康
安全饮食意识相关。社会上普遍存
在一种观念，觉得围坐一桌共同用
餐、为对方夹菜，可以使关系更亲
密、气氛更温馨。对使用公筷公勺，
在特殊时期能理解，疫情缓解还使
用，则意味着矫情、见外，互不信任，
既麻烦又生分，心理上难以接受。这
其实大谬不然。

近日，杭州 11名疾控专家对是
否使用公筷公勺用餐的卫生情况进
行了一项研究，结果令人震惊，不使
用公筷公勺的菜品菌落总数高出公
筷组近3倍，个别菜品甚至高达250
倍！可见，“同餐桌、同碗盘、同筷勺”
这种看似亲密的就餐方式，增加了
疾病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风险。只
有克服陈旧观念，彻底改变陋习，义
不容辞地推行公筷公勺，倡导“够朋
友，用公筷”的餐饮礼仪，才能传递
为自己、家人、他人的社会责任，表
达对亲友的关心和尊重，彰显“用好
公筷，健康常在”的餐饮文明。

大造舆论，细化措施。开创“新
食尚”，时机与方式缺一不可。在抗
疫取得重大战果、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之际，告别不健康生活方式容
易成为大家的共识，推广公筷公勺正
当其时。为摆脱“知易行难”的尴尬，

各级各地正不失良机，采取各种“走
心”“接地气”的方式，合情、合理、有
效地推动这项工作，成果喜人。

比如，由具有较高名望的医务
工作者、社会知名人士，在媒体发出
倡议，加强健康科普，引导大众观
念；发挥“小手牵大手”效应，从娃娃
抓起，把健康教育纳入学校的生命
卫生教育，并同思想品德教育等结
合，在一代新人中养成新风尚；在商
场、餐馆、社区等地张贴宣传海报、
提示标语、播放公益广告和宣传片；
餐饮企业将摆放公筷公勺作为标配
服务，并将公筷公勺摆放在突出位
置，以强化仪式感；将提倡使用公筷
公勺作为服务人员入职培训、餐前
准备、内部检查的重点内容，使全行
业具备更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通过各方不懈努力，营造出“增添一
双公筷，增加一分安全；共享一只公
勺，共享一分健康”的良好氛围。

强化督查，严格执法。不久前，
多名上海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总
结上海公共场所控烟、垃圾分类等
工作之所以取得成效，得益于率先
进行地方立法的实践，因此建议通
过推进立法，明确规定在公共场合
使用公筷公勺的细则，加强落实，予
以考核。此后，江苏泰州市在全国率
先发布规范，对公筷公勺的制作、配

置、使用等提出具体要求和地方标
准。我省江山市市场监管部门则对
未配备公筷公勺的饭店开出 50 元
行政罚单，成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
公筷公勺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行
为。

我市将“推行公筷公勺，共建文
明餐桌”行动作为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提升行动的重要内容，5 月 26 日
以来，市商务局成立 8个督查小组，
不定时开展包括对公筷公勺推广情
况的督查工作。市商务局和各地商
务部门还对重点点位建立“日常检
查”机制，力求让推广公筷公勺行动
落到面、落到点。各地行动表明，使
用公筷公勺已经不是愿不愿意的问
题，而是带有强制性，非做不可，促
使大家从不习惯到习惯，从习惯到
自然。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
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相信通过
一系列措施的落实，一定能使更多
人成为公共卫生安全网的建设者、
守护者和受益者，使“吃饭新风尚、
健康好习惯”推广开来、坚持下去。

让使用公筷公勺成为“新食尚”

朱晨凯

近日，江北区甬江大桥下公
厕的图片，在朋友圈热传，成了

“网红”。
一样事物成“网红”，吸引人

追捧，肯定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
个公厕成“网红”，首先是因为“颜
值太高”，与其他公厕相比，它环
境更整洁、设施更齐备，打破了传
统观念里公厕“脏乱差”的形象，
让人耳目一新。

公厕改革搞了多年，一些公
厕经打理之后也称得上环境整
洁、设施齐备，为啥没能成“网
红”？甬江大桥下的这座公厕道出

了窍门，因为它在管理上抠细节、找
死角，把“里子”擦得更亮。也就是
说，付出早晚会被看见，先要走心，
好口碑总会形成，“网红”的形象也
就水到渠成。

公厕成“网红”，网友围观和追
捧的，并非只是公厕本身——应该
鲜有人因环境好而大老远跑去上趟
厕所，实则是希望身边的公厕也能
管理到位、维护走心、让人舒心。若
每个公厕都硬件和软件一样齐备，

“里子”和“面子”一样光鲜，再加上
如厕者人人具备良好的卫生习惯，
恐怕就没有公厕会成“网红”，也意
味着文明成了生活细节，习以为常
了，人们自然就“见怪不怪”。

愿公厕不再成“网红”

郑建钢

8月5日起，符合条件的我市职
工可进行“农民工学历与能力提升
行动”补助申报。我市共有 2400 个
补助名额，其中学历提升补助 2000
个，能力提升补助 400 个。近年来，
我市各级工会不断推出各类举措，
鼓励一线职工提升学历水平和文化
素养（8 月 5 日《宁波日报》）。

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制造业、物流业、建筑
业、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据
了主力军地位，为经济社会发展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工的学
历普遍不高，在一线岗位从事科技
含量不太高的工作，基本上还是能
够适应的，但如果想要向上流动，在
更高的层次上有所作为，比如晋升
高级工、技师或者管理岗位，由于受
文化水平的限制，在人力资源市场
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难免会感到
力不从心。

以笔者供职的港口运输企业为
例，以前在装卸岗位工作的，全部是

农民工。由于该岗位技术要求不是很
高，当时招收来的农民工，绝大部分只
有小学甚至更低的学历。后来，由于工
作需要，也由于农民工的整体学历水
平有了一定提高，企业开始招收部分
高中、中专毕业的农民工担任机械操
作司机。从只能做肩扛手拉的装卸工，
到坐在驾驶室里操作高大上的装卸机
械，如此变化，让那些从事了多年体力
装卸的工友羡慕不已，并且发出由衷
感叹：还是读书有出息。

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力
资源的竞争。只有拥有高学历、高素质
的人力资源并且保持稳定，才能确保
企业的活力和竞争优势，才能使企业
充满创新精神。安德鲁·卡耐基曾经说
过：“假如我的企业被烧掉了，但把人
留住，我20年后还是钢铁大王。”

提高农民工学历，让农民工普遍
接受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势在必
行。工会对农民工学历提升进行补助，
实施的是人力资本投资策略，这一正向
激励机制的施行，有利于激发农民工积
极参与继续教育的动力，提高农民工人
力资本起点，进一步提升其就业能力，
提高其职业自豪感和社会认同感。

提升农民工学历能力势在必行

魏文彪

华中科技大学今年计算机专业
毕业的博士生张霁和姚婷入选华为

“天才少年”。其中，张霁拿到华为
“天才少年”最高一档年薪 201 万
元。华为“天才少年”项目，是任正非
发起的用顶级挑战和顶级薪酬去吸
引顶尖人才的项目（8 月 5 日《每日
经济新闻》）。

入选华为“天才少年”项目的，
都是在各自研究领域或专业上取得
骄人成绩的学子。除了博士毕业生，
还有本科毕业生入选华为“天才少
年”项目。而从入选者毕业学校来
看，华为“天才少年”项目并不像其
他一些待遇优厚的用人单位一样，
招录的是清一色的“清北”毕业生。
这些显示出华为不唯学历、学校，注
重实绩，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用人
导向，值得其他用人单位借鉴。

现实中，像华为“天才少年”张

霁这样刚毕业就拿到“令人咋舌”高薪
的寥寥无几。虽然企业普遍重视人才、
尊重人才，但并不一定都能开出百万
元、数百万元的年薪。华为这样高薪招
揽人才的举措，有利于营造崇尚科技、
厚待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更多
的企业优待、厚待科技人才。

一直以来，不少人才希望能进入
政府部门工作，每年公务员招考“千军
万马过独木桥”就是明证。而其实，相
比于政府部门，企业更需要人才注入。
华为高薪招揽“天才少年”，是对人们
观念的一次重塑，有利于淡化社会上
的“官本位”思维，引导更多的人才进
入企业工作，进而起到促进企业、经济
发展与国家科技进步的诸多积极作
用。

期待有更多的用人单位在华为此
举的引导下，采取更多方式优待、厚待
人才，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营造良好
的环境，促进我国经济社会与科技事
业不断取得更大的发展与进步。

“天才少年”享高薪
营造厚待人才氛围

高晓建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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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