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鄞江庙会广场周边道路及绿化(含水中路综

合整治及小广场建设)项目房屋征收工作顺利进行，维

护被征收人合法权益，根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

补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等有关规

定，拟公开选定上述项目的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屋征收评估内容

鄞江庙会广场周边道路及绿化 （含水中路综合整

治及小广场建设） 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内被征收房屋、

装修、附属物、旧房拆除费用 （含零星工程施工）、重

大设施搬迁损失、停产停业损失、工业用房一次性搬

迁和临时安置费及安置房等。该项目涉及征收房屋总

建筑面积约 2000 平方米 （未含未经登记建筑面积），

征收总户数 28 户。

二、报名条件

（一） 评估机构列入 2020 年度宁波市房屋征收评

估机构名录的；

（二） 评估机构资质等级为二级及以上的；

（三） 评估机构无不良信用记录的；

（四） 报名的房地产估价机构，需自行联系一家具

备设施设备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一并参与报名并提供

相关材料。

三、报名材料

（一） 项目评估申请书及工作实施方案；

（二）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和设施设备评估公

司资质证书；

（三）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四） 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加盖公章 （如法定代表人本人到场的，带身份

证原件）；

（五） 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证明；

（六） 单位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明；

以上材料均需提供原件、复印件 （加盖单位公

章）。

四、评估机构选定方式

（一） 宁波市海曙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按照评

估机构申报条件对报名的房屋征收评估机构进行审核。

（二） 组织被征收人对报名参加评估的各评估机构

进行投票，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由被征收人通过

投票选定项目的评估机构。如投票方式未能选定，即

从上述报名参加的评估机构中通过随机选定方式确定。

（三） 选票中各评估机构的排名顺序于 1 月 13 日下

午 330在科创大厦 6 楼 （布政巷 16 号） 通过抽签确

定，并由公证机构进行公证。

五、评估收费标准

根据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下发<

实施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的若干意

见>的通知》（甬建发 〔2015〕 75 号） 第十四条，上述

项目涉及的被征收房屋价值、产权调换房屋价值评估

费用，按照评估价值的 3‰下浮 10%比例确定。非住宅

房屋停产停业损失、重大设施搬迁损失、工业用房一

次性搬迁和临时安置费等评估费用，按照评估价值的

1%下浮 10%比例确定。

六、报名时间和地点

（一） 报名时间：2021 年 1 月 13 日 （上午 830—

1130，下午 130—300）；

（二） 报名地点：海曙区布政巷 16 号科创大厦 6

楼。

联系人：唐老师；联系电话：87135685。

宁波市海曙区房屋征收管理服务中心

2021年1月12日

关于鄞江庙会广场周边道路及绿化(含水中路综合整治及小广场建设)项目公开选定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公告

关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营销服务部营业场所变更的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
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4330206002
机构住所：宁波市北仑区宁波保税区兴业一路5号1幢2

楼226室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2年8月19日
许可证颁发日期：2021年1月7日
许可证流水号：0252298

机构负责人：黄树成
联系电话：0574-86852488
客户服务电话：95500
邮政编码：315800
业务范围：一、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二、收取营销

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三、分发保险公司
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四、接受客
户的咨询和投诉；五、经公司核保，营销服务部可
以打印保单。

原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梅山营销服务部由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保税港区成海路2号1幢附楼
南面1-1室迁出，并更名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营销服务部。根据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因旧城区改建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宁波
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等有关规定，宁波市
镇海区人民政府于 2020年 8月 7日作出了《宁波市镇海
区人民政府涨鑑碶地块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决定对涨鑑
碶地块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房屋拆迁事务所作为房
屋征收实施单位，依法负责房屋的征收工作。现因涨鑑
碶地块部分中堂的所有权人不明，特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可申报所有权的中堂：
1.位于裘家河头1号，房号1-7，建筑面积28.43㎡；
2.位于郑家弄 3号（庙前路 46号），房号 1-21、1-9，

建筑面积81.31㎡；
3.位于洞桥头7号，房号1-6，建筑面积37.83㎡；
4.位于前塘路9号，房号1-22，建筑面积36.75㎡；
5.位于浦塘下4-6号（洞桥路139弄1-15号），房号

1-11，建筑面积48.53㎡；
6.位于洞桥头3-9号，房号1-15，建筑面积50.73㎡。
二、所有权人应自即日起60日内,向房屋征收实施单

位申报所有权及份额，填写所有权申报表，对所有权人身
份、所有权份额等情况应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三、若所有权人逾期未申报的，则视为认可其他所有
权人关于征收补偿方案和分配方案所作出的选择。

四、申报地点及联系人：
1.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房屋拆迁事务所
地址：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胜利路62号
联系人：张波 13566034734
2.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和济街180号国际金融中心E18
联系人：杨杰 13867879572
特此通知。
通知人：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房屋拆迁事务所

2021年1月12日

所有权申报通知书

NINGBO DAILYA6综合/广告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曹爱方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周
万能）象山农民画又获佳绩！记者昨
日从象山县文化馆获悉，该馆辅导
选送的杨杏芬农民画作品《最炫民
宿风》入选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
局、中央文明办一局、文化和旅游部
公共服务司、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
的 全 国“ 新 生 活·新 风 尚·新 年 画
——我们的小康生活”主题美术创
作征集展示活动。

象山农民画起源于20世纪50年
代，高妙兰是第一代农民画家。为了
继承和发扬高妙兰的农民画创作艺
术，发展和提高现代农民画的艺术水

平，象山县文化馆多次举办农民画培
训班，并和象山县老年大学合作开设
农民画课程，先后涌现了杨杏芬、花
丽丽、王亚红、顾圣亚、何萍青等一批
农民画画家。目前，茅洋乡已成为宁
波市农民画创作培训基地，在茅洋乡
农民画创作的带动下，象山各地先后
开展农民画教学和创作活动，培养了
大批象山农民画的接班人。2006年，
象山农民画被列入第一批宁波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象山农民画创作题材以 海 洋
渔文化、民俗文化、地方特色文化
等为主题，表现形式多样，农民画

画家们用亲和朴素的感情挖掘生
活中常见的事物，渲染勾画美丽的
乡村田野风光、栩栩如生的农家生
活、气氛热烈的劳动场面、欢天喜
地的节日庆典，洋溢着浪漫的民间
情调，显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此次杨杏芬创作的农民画作品
《最炫民宿风》，集象山民宿文化的
美味、美景、乡土风情为一体，可以
看见画中人身处海景别墅，品尝着
海鲜美味，徜徉在象山天然氧吧的
空气里悠然自得。杨杏芬说，2015
年象山县文化馆来老年大学教授农
民画，她从此爱上了农民画。“象山

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新农村建设做
得很好，民宿很时尚但又是大众化
的，吸引了很多游客。以农民画的形
式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象山、喜
欢象山。”她说。

象山县文化馆农民画团队负责
人说，自象山县被命名为“浙江省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以来，象山县文化
馆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致力于推
动农民画的发展，通过“送文化进民
宿”等为象山文旅融合增添新亮点。
农民画作者在各级各类农民画展示
活动中取得了优秀成绩，刚刚过去
的 2020 年，象山县有 7 幅优秀农民
画作品入选“决胜全面小康”第二届
全国农民画创作展。“2021 年，我们
正在积极筹办纪念高妙兰诞辰 120
周年宁波农民画大展，以此推动农
民画事业繁荣发展。”该负责人说。

象山农民画《最炫民宿风》入选全国展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宁波海
关首批公路运输跨境电商出口货物
近日在宁波海关所属邮局海关现场
验放并办理转关手续后，搭乘海关
监管车辆前往广西陆路口岸，离境
运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该批跨境电商出口货物共计
486 单，价值 5.51 万美元，重 7.82
吨，主要涉及纺织服装、日用品等
商品。这是宁波海关继开通空运、
邮运、海运跨境电商出口业务之
后，全力支持宁波跨境电商出口业
务发展的又一大举措。

据了解，相较其他物流方式，
公路运输具有运力充沛、费用适
中、时效可控等优势，特别是境内
外门到门全程耗时较海运渠道可减
少一半，对面向东南亚市场的跨境
电商出口企业具有较强吸引力。

此次公路运输跨境电商出口业
务开通运行，不仅填补了宁波口岸
跨境电商出口公路运输物流空白，
充实形成“海、陆、空、邮”立体
式全链路跨境电商物流体系，更为

宁波打造“一带一路”建设枢纽城
市开辟了面向东盟电商出口的陆运
新动脉。

今后，随着 《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 关 系 协 定》（RCEP） 逐 步 落
地，这一新增陆运通道将为我市跨
境电商出口企业抓住 RCEP 重大红
利、开拓深耕东南亚市场提供重要

支撑。
上图为海关关员在验放首批公

路跨境电商出口货物。
（周军 摄）

跨境电商出口陆运新动脉开辟
耗时较海运减少一半 本报讯 （记 者林旻） 昨 晚 ，

“2021 未来新声”宁波音乐厅战略
签约仪式暨重点演出发布会在芝士
公园举行。秉承“走出去，引进
来”的经营理念，宁波音乐厅与杭
州演艺集团携手进行战略合作，今
后将在对接国际、国内权威音乐机
构和引入音乐节庆品牌、高端演出
项目等方面展开更加紧密的合作。

宁波音乐厅坐落在宁波市中心
风景秀丽的三江口，属宁波新闻文
化中心大楼的连体建筑，建筑面积
2676 平方米，共有座位 605 个。自
2002 年落成以来，宁波音乐厅始
终是甬城最专业的中型音乐厅。中
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知名
院校的师生，中国电影乐团、上海
爱乐乐团等国内外著名交响乐团，
以及廖昌永、戴玉强等歌唱家、演
奏家曾到此演出。

杭州演艺集团是杭州文化广播
电视集团旗下的全产业链、国有演
艺、文化企业集团。集团拥有多领
域演艺资源、专业制作运营团队及

顶尖优质剧院资源，全年演出超
700 场。

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后，杭州演
艺集团将负责全年剧目引进、排
期、运作和演出。双方将共同推进
剧目市场推广。此次签约是加强杭
甬两地文化交流的重要举措，更是
实施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忠实践
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
窗口”的实践路径。

“未来，杭州演艺集团将为宁
波观众带来更多国内外舞台艺术精
品。我们将努力把宁波音乐厅打造
成宁波城市文化地标，进一步提升
城市文化软实力。”宁波万科经营
业务合伙人、宁波音乐厅运营方负
责人谭政磊表示。

签约仪式后，由杭州演艺集团
为宁波音乐厅引进的首个项目——
2021 福建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全
国巡演宁波站上演。福建省歌舞剧
院院长、著名歌唱家孙砾和著名女
高音歌唱家么红为宁波观众带来了
一场精彩的音乐盛宴。

宁波音乐厅牵手杭州演艺集团
打造高端音乐演出新高地

【上接第1版②】
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对

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
安排和部署，具有重大意义。总书
记同志再次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最
高领导人，充分体现了朝鲜劳动党
全体党员和朝鲜人民对总书记同志
的信任、拥护和期待。相信在以总
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
将以这次大会召开为契机，奋力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朝鲜社
会主义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中朝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
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
中朝关系，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
移的方针。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的形势下，我愿同总书记同志加强

对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
按照双方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
不断谱写中朝友好合作新篇章，推
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坚持半
岛问题政治解决方向，维护地区和
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更好造福两国
和两国人民。

祝总书记同志工作顺利，带领
朝鲜党和人民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上接第1版①】
习近平指出，全党必须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一是
从根本宗旨把握新发展理念。人民
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
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
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
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
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
观、现代化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
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
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
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
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
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二是从问题导向把握
新发展理念。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
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

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举措要更加
精准务实，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
展。三是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
念。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
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
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
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要坚
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
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
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

习近平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
五”规划 《建议》 提出的一项关系
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
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
进。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
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
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
去。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
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
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

续力。
习近平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
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
条主线，继续完成“三去一降一
补”的重要任务，全面优化升级产
业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竞争力和
综合实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
形成更高效率和更高质量的投入
产出关系，实现经济在高水平上
的动态平衡。构建新发展格局最
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
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全
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
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
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
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要建立
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
需 潜 力 ， 加 快 培 育 完 整 内 需 体
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
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
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
续 的 历 史 过 程 。 构 建 新 发 展 格

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
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
稳固的基本盘。要塑造我国参与
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
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
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
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
级。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党对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要同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党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职能
配置上更加科学合理、在体制机制
上更加完备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
加高效。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
过的“十四五”规划 《建议》，各
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
本本学习、逐条逐段领悟，在整体
把握的前提下，突出领会好重点和
创新点，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

学风，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增强
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各
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立
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心怀“国之
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提高
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
战略眼光、专业水平，敢于担当、
善于作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好。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理论
和实际、历史和现实、国内和国际
相结合的高度，分析了进入新发展
阶段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现实
依据，阐述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的新要求，阐明了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主攻方向，对于全党特别是
高级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
位、开阔视野，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要深入
学习领会，同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精神
结合起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 “ 四 个 自 信 ”、 做 到 “ 两 个 维
护”，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切实
推动党中央关于“十四五”时期发
展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
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
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
员出席开班式。

各 省 区 市 和 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
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军队各
大单位、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各民主党派
中央、全国工商联及有关方面负责
同志列席开班式。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何彦浩） 打开“余姚农博”微信小
程序，手机界面上红美人柑橘、蜂
王浆、番薯粉丝等各式各样的农产
品跳了出来，市民只需动动手指，
这些优质农产品就可以送货到家。
昨天，第十二届中国余姚·河姆渡
农博会在线上开幕。

因疫情防控，此次农博会由线
下转战线上，为此，余姚市农业农
村局联合供销联社旗下“美丽四明
山”电商平台，在本届农博会期间
上线“余姚农博”微信小程序，市
民只需扫描小程序二维码，即可登
录产品页面，轻松选购各类优质年
货。购物完成后，将由电商平台负

责将货品快递上门，市民足不出户
即可完成年货置办。

依托电商平台成本优势，农户
和商家参与积极性很高。参展货品
中有草莓、脐橙、猕猴桃等新鲜水
果，也有榨菜、萝卜干、酱瓜等下
饭小菜以及蜂王浆、散养土鸡、糟
鸡等。“举办此次展会一方面是为
展示展销各类优质绿色安全农产
品，推介余姚特色优势产业，另一
方面也是为对口帮扶地区的农产品
搭建一个销售平台。”平台负责人
谢俊昇说。

本 次 农 博 会 将 持 续 至 1 月 25
日，其间还将举办直播活动，免费
赠送甲鱼肽等农产品。

网络传年味 年货送到家

余姚·河姆渡农博会在线上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