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江北区大吉巷14号房屋所有权人：

2021 年 5 月 31 日，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宁波市

江北区人民政府作出北区政房征决 〔2021〕 第 01 号

《房屋征收决定书》，决定对大庆新村地块旧城区改建

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宁波市江北区大吉巷

14 号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根据原宁波市江北区房

产管理处出具的 《私 （留） 房部位核定证明》 记载，

该房屋的原所有权人为裘蕉荪、裘问规、裘有基。经

查，裘蕉荪、裘问规、裘有基均已死亡，裘蕉荪、裘

问规、裘有基的继承人不明确。根据 《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二十六条规定，该房屋应由房

屋征收部门报请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因无

法确定被征收房屋权利人，根据 《浙江省行政程序办

法》 第七十一条规定向权利人公告送达 《宁波市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住宅用房评估报告》 (编号 0282) 《江北区

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北区房征决 ﹝2021﹞ 第 01

号）《大庆新村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

案》《关于大庆新村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签约

时间的公告》《大庆新村地块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生效公告》，公告期限为 10 日。限权利人自本

公告送达之日起 5 日内联系本单位领取上述文件，逾期

视为送达。如权利人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以依照 《宁

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 第三十条规定，

书面申请复核、鉴定。

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昊

联系电话：87662017

联系地址：宁波市福兴巷 9 号
外滩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

2021年8月30日

送达公告

宁波市江北区大吉巷37号507房屋所有权人：

2021 年 5 月 31 日，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宁波市

江北区人民政府作出北区政房征决 〔2021〕 第 01 号

《房屋征收决定书》，决定对大庆新村地块旧城区改

建项目范围内的房屋实施征收。宁波市江北区大吉

巷 37 号 507 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根据房屋所有权

证记载，该房屋的原所有权人为张福房。经查，张

福房已死亡，张福房的继承人不明确。该房屋的实

际居住人为周燕华。为切实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

益，现指定周燕华为被征收房屋管理人，由其行使

并承担与征收补偿有关的程序性权利和义务，并根

据 《浙江省行政程序办法》 第七十一条规定发布本

公告，公告期限为 3 日。该房屋所有权人如对指定

有异议，请于本公告送达之起 5 日内向房屋征收实

施单位外滩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提出。逾期视为无

异议。

特此公告。

联系人：徐昊

联系电话：87662017

联系地址：宁波市福兴巷 9 号

外滩街道征地拆迁办公室

2021年8月30日

指定被征收房屋管理人公告

为保障寺慈线 （新城路-G228 丹东线） 项目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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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自 2021 年 9 月 5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5 日 （共 3 个月），对寺慈线 （新城路-

G228 丹东线） 及周边道路交通组织实施调整，具体

措施如下：

一、寺慈线 （新城路-G228 丹东线） 路面进行半

幅围挡施工。施工路段路况较差，机动车限速 20 公

里/小时。车辆应当在确保有序、安全、畅通的前提

下通行；

二、寺慈线 （新城路-G228 丹东线） 施工期间除

沿线单位货车外，全段禁止中型及重型货车通行；

三、施工期间部分路段 9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 21:

00-次日 5:00 全封管制 （具体时间根据工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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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30日

关于寺慈线（新城路-G228丹东线）项目
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21年第70号)

关于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浦支行东三分理处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审核通过，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浦支行东三分理处营业场所变更为宁波杭州湾新区
庵东镇下一灶村三甲路东三农贸市场，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新浦支行东三分理处

机构编号：B0605U233020056
许可证流水号：01040030
批准成立日期：1992年11月1日
营业地址：宁波杭州湾新区庵东镇下一灶村

三甲路东三农贸市场
邮政编码：315322
电话：0574-63083836
业务范围：办理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代理发行、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
理保险业务，总行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下的
业务范围内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7月22日

关于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龙山支行慈东分理处变更营业场所的公告

经宁波银保监局审核通过，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龙山支行慈东分理处营业场所变更为慈溪滨海经济开
发区灵峰路 1180 号，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龙山支行慈东分理处

机构编号：B0605U233020003
许可证流水号：01040090
批准成立日期：1992年11月1日
营业地址：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灵峰路1180号
邮政编码：315311
电话：0574-63083836
业务范围：办理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代理发行、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
代理保险业务，总行在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下的业务范围内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8月5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关于暂停办理公安交管业务的通告

因配电房升级改造需要，2021 年 9 月 4 日 21 时至

2021 年 9 月 5 日 21 时，暂停办理全市所有公安车驾管

（含车辆检测、警医邮、社会代办）、驾驶人学习培训

和报名、交通事故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交通违法罚

款缴纳、通行证申办等公安交通管理业务。

请广大市民周知，对停办业务期间造成的不便敬

请谅解！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1年8月31日

关于王隘路7070弄永久封闭的公告
（2021年第69号）

因白鹤街道王隘地块用地规划调整，王隘路 70 弄

列入宁波市年度第三批集中供地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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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自 2021 年 9 月 4 日起，永久封闭王隘路 70 弄 （王

隘路-文景街） 上通行，受限车辆行人可通过贺宁巷

或王隘路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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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1年8月30日

房屋概况：位于药行街临街一层商铺 2 套 （面积

123 平方米、168 平方米，层高 6.6 米），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便捷，配套完善。

拟招业态：金融、商贸、教育、文化娱乐等。

租金要求：面洽，具有一定规模或经济实力的单

位 （个人），租金参照市场从优。

＊欢迎中介推荐

联系电话：87323666 13071979607 许先生

天一广场旺铺业主直租/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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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宁波制造“小巨人”
记者 冯瑄 通讯员 陈丽君

“鲜见人踪影，只闻机鸣声。”
这是走进宁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
精密带钢车间的最直观感受。说起
不锈钢，给人直观印象：冷冰冰硬
邦邦。但是在这个车间里，不锈钢
可以变得比纸更薄，还可以根据订
单需求随意剪切宽度。

从常规厚度 0.3 毫米到如今的
0.025毫米，厚度仅为 A4纸的三分之
一！让不锈钢化身“绕指柔”，这是宁
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近年来持续
创新推动产品迭代升级的生动写照。

0.05 毫米厚度以下的不锈钢薄
板精密带钢被称为精密箔带，也就
是人们常说的“手撕钢”。随着国
内电子产业及新兴的高科技行业的
蓬勃发展，对具备极薄、极平、性
能极优等特点的精密带钢的需求量
逐年加大。但精密带钢的制造技术
是一项包含众多技术诀窍的核心技
术，在国内只有寥寥数家企业能够

生产，一般企业很难跨越这个制造
门槛，因此，我国每年都需要大量
进口精密带钢。

不锈钢精密产品生产技术，是
当今世界不锈钢冷轧领域公认的高
精尖技术。作为全球最顶尖的单体
冷轧不锈钢企业，“薄特精优”一
直是宁波宝新坚持的产品战略，其
产品族群几乎涵盖了当今所有的高
端不锈钢应用领域，品牌知名度和
美誉度为业界所公认。

但是，精密带钢产品的缺席曾
经是萦绕在宁波宝新人心头难圆的
梦。十多年前，宁波宝新就有发展
精密带钢产品的设想规划，对精密
带钢产品的研究也积淀了十多年，
但因为各种阴差阳错的因素，数次
与精密带钢失之交臂。直到 2019
年 8 月，在集团公司的全力支持
下，宁波宝新汽车用钢项目正式开
工建设，开始了向高端不锈钢“金
字塔尖”攀登的行程。

据宁波宝新相关负责人介绍，

尽管国外有多家企业具备精密带钢
生产能力，但在项目设计过程中，
宁波宝新并没有照搬照抄国外经验
和设备，而是结合国内市场的需
求，从轧机、光亮退火炉、拉矫到
分条、剪切等设备，均实施“点菜
式”自主集成方式，建成了一条能
够为国内高端不锈钢市场需求快速
提供“粮草”的精密生产线。

这，显然是一个市场导向型的
项目。去年底，宁波宝新年产 3 万
吨汽车用钢项目宣布投产，今年上
半年，该项目已相继成功生产出厚
度为 0.049 毫米、0.03 毫米、0.025
毫米的精密箔带。

“对我们来说，‘手撕钢精密箔
带’已经不是传统钢铁产品范畴，
更像是一种艺术品。”在该项目整
洁明亮的厂房里，精密带钢车间相
关负责人轻轻捧起一片薄如蝉翼的
钢板说，0.025 毫米相当于三分之
一 A4 纸的厚度，而一米宽幅配上
0.025 毫米厚度的超薄精密不锈带
钢，让宁波宝新创下了全球之最，
成为目前全球同等厚度中宽幅最大
的“手撕钢”产品。

接下来，宁波宝新的精密带钢
车间将打造成为“黑灯工厂”，即
从上料到产品装配实现全智能化。
这标志着，宁波宝新向着“超薄、
超硬、超平、超优”的高标准精密
不锈钢产品生产又迈进了一步。

记 者 手 记

宁波宝新国产替代加快，产品
不断迭代升级的背后，是创新。

以“薄特精优”为目标，宁波
宝新每年在产品上的研发投入占比
3%左右。诸如在钢种研发上，今
年宁波宝新与中国宝武不锈钢中央
研究院联合开发了两个绿色环保的
新钢种，可用来迭代能耗高的钢
种，厚度更薄，从成本上每吨可以
减少 200多元。目前，这两个产品
已经通过认证，接下来将在上汽、
通用等汽车制造企业中使用。

“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宁
波宝新将抓好产量爬坡、质量提
升、市场开拓等，加快成为百万吨
级产能、百亿级营收、十亿级利润
的优秀企业。

宁波宝新：

让不锈钢化身“绕指柔”,以创新铸国之重器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通讯员
林幼娟 余璐）“ 东 江 路 ‘ 白 改
黑’提升工程长约 2 公里，其中经
过杨家弄村的有 700 米左右，原计
划 8 月底完工，目前已提前半个月
保质保量完成了工程。”近日，姜
山镇镇长蒋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东江路提前竣工，使得村民出
行更便捷，居住环境更优美，受到
了周边群众的一致称赞。

据悉，东江路“白改黑”提升
工程仅仅是姜山镇“稻香鄞南”风
景线上的其中一个节点。稻香鄞
南·美丽乡村风景线北起首南鄞州
公园，向南经过天童南路、姜茅

路、鄞城大道、明辉路、东江路、
茅山路等重要道路，延伸至鄞奉交
界处，全长约 30 公里。整条风景
线计划实施项目 36 个，其中位于
姜山镇区域的项目有 35 个。

今年 3 月，姜山镇党委政府成
立工作专班，尽早谋划，突出城镇
交界、镇村交界、主干道交叉口等
关键节点的设计打造，结合“稻香
鄞南”风景线，将 35 个精品项目

“串点成链”。同时，层层落实责
任，城建、农业农村等重点部门干
部勇挑重担，显现“姜山铁军”担
当。

目前，35 个精品项目正在稳

妥有序的推进之中。去年，姜山镇
启动茅山 8 公里街景改造，通过
拆、治、改结合的方式，使老街焕
发新生命力，彩色游步道、以竹子
为主要元素打造的候车亭、彩色网
格线⋯⋯一时成了市民“打卡”的
好去处。

环境的改变光靠一条路的整改
提升显然是不够的。这些天，姜山
镇把原茅山卫生院拆除后，整理出
了一个停车场，拥有约 200 个停车
位，方便周边车辆集中有序停放，
确保交通顺畅。

“硬件改善只是基础，目前我
们正在尝试管理上的有机更新。”

姜 山 镇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单 行
线、抓拍系统接下来都会一一跟
上，镇村两级正通过村民座谈会
等形式，征求周边村庄居民的意
见和建议。

作为农业大镇，前不久，姜山
镇与金茂集团、先正达集团 （中
国） 签署了茅山片区农文旅综合开
发战略合作项目。根据规划，首期
启动的 1200 亩土地将作为先行示
范区，通过“以一带二促三”，打
造可复制的区域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样板，探索并带动全镇美丽田园和
乡村共同富裕建设。

在前期全面梳理风景线上存在
的短板和不足后，姜山镇逐步对天
童南路、姜茅路、茅山路等 30 多
公里路段进行局部立面提升和道路
改造，其中东江路沿线、天童南路
姜山段、茅坞路沿线已整治完毕，
风景线沿线已累计拆除违建 1 万余
平方米。同时，逐一排查沿线农田
环境，并以周韩翻石渡工业园区整
治成效为标准，同步开展风景线周
边整治工作。

鄞州公园至绕城高速的“繁华
都市段”，绕城高速至鄞城大道的

“老镇新貌段”，鄞城大道至沈风水
村的“田园牧歌段”，在风景线的
串联下，随着 35 个项目的精心设
计和逐步落地，“姜山如画”将一
一呈现。

姜山镇着力打造“稻香鄞南”风景线
将35个精品项目“串点成链”呈现“姜山如画”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通讯员
蒋宁宁 余铮） 昨日上午，在宁波
海关监管下，宁波机场中外运新跨
境监管仓库中的 832 件、约 11.78
吨跨境货物顺利出库，主要为来自
金华、义乌的背包、宠物毛毯等日
用品。宁波海关关员对该票货物进
行转关放行操作，并对承运货物监
管车辆施加电子关锁后，这批货物
将转至北仑港，通过海运出口至美
国长滩港。这是中外运新跨境监管
仓库建成以来，宁波海关放行的第
一票货物。

据了解，为满足空港跨境电商
发展，尤其是“宁波空港—海港”
跨境电商多式联运需求，宁波机场
中外运新跨境监管仓库于今年 3 月
启动建设，已于 8 月 5 日通过海关
验收并正式启用。

新跨境监管仓库占地约 1800
平方米，设计跨境货物通关能力为
月均 40 万单，主要用于储存空运
转海运的跨境转关出口货物，可有
效缓解目前国际货运区快件中心仓
储压力，拓宽空港货运物流通道。
仓库里的货物主要来自宁波、金
华、温州等地，由宁波机场海关通

关放行运至北仑港、梅山港，经由
海运出口至美国、欧洲等国家或地
区，未来有望拓展至日本、韩国、
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

“中外运新跨境监管仓库项目
为跨境电商客户提供了空海全方
位、一站式物流服务，配合传统物
流服务，有助于宁波及周边电商贸
易进一步发展。”浙江中外运有限
公司周经理说。

为保障跨境出口转关业务顺利
开展，新跨境监管仓库配备了全方
位信息化海关监管手段，可实现货
物快进快出。“我们在日常巡库的
基 础 上 ， 通 过 视 频 监 控 、‘ 三 合
一’智能卡口和宁波海关智慧空港
物流系统，实现对跨境货物仓库的
全景管理、出入库自动管理和监管
车辆的自动放行。”宁波机场海关
物流监控科副科长蒋宁宁告诉记
者。

目前，宁波机场海关稳步推进
“空海、空陆、空空”等跨境电商转关
多式联运模式发展，已全面开通“宁
波—杭州”“宁波—青岛”“宁波空港
—海港”跨境出口转关业务，有效补
充宁波空港现有运力。

宁波空港
新跨境监管仓库投运
首票货物顺利转关放行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郑祖轩 镇海区委报道组房晓暾）
近日，2021 年下半年镇海区“雄
镇英才”高层次人才引领计划公告
正式发布，面向海内外高层次人
才，发出创业创新邀约。

青年人才是创新的未来，镇海
已建成人才之家、院士之家、青年
人才驿站、青年人才项目孵化基地
等，成为广大青年人才创业创新的
首选地之一。宁波特粒科技公司创
始人赵永亮就是“雄镇英才”计划
引进的青年人才，致力于二氧化硅
中空纳米微球产业化及相关下游产
品的自主开发应用，成功打破国外
垄断。“此次‘雄镇英才’计划将
实行 40 周岁及以下青年人才专项
评审，进一步打响‘雄镇英才’青
年集聚品牌。”镇海区委人才办相
关负责人说。

聚焦产才融合，抢占未来高质
量发展的先机。半导体及集成电

路，是突破国内“卡脖子”技术的
重要领域。当前，镇海正在筹建以
培养集成电路专业人才为主的新型
研究型理工大学，规划建设集成电
路产业园。为此，本次“雄镇英
才”计划还增设了集成电路产业专
项，进一步促进相关人才、项目集
聚。

值得关注的是，新设立的集成
电路产业专项，更加注重创业团队
的从业经历、技术能力、市场潜
力，在学历、年龄上可视情破格。
据镇海区科技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针对集成电路产业专项类项目，经
资格审查后，符合申报要求和镇海
区产业实际需求的，可通过面谈走
访或委托第三方开展尽职调查等形
式评审；符合资本型创业团队申报
条件的，在通过项目初审后，可通过
现场走访形式评审；取得区内“奇思
甬动”赛事绿色通道资格的，将直接
进入答辩或尽职调查阶段。

聚焦产才融合

镇海发出
“雄镇英才”创业创新邀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