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东部新城驱车跨过三官堂大
桥，迎面而来的是一座银光闪闪的
地标性建筑，顶上闪烁着“众冠商业
广场”几个大字，内部熙熙攘攘的人
群和路边停得满满当当的车辆，见证
着这个从传统市场转型升级为新一
代五金机电（一站式工业品采购平
台）市场的高度繁荣。当下，其三楼电
子区吸引高端品牌不断进驻的态势
引发业内外的关注。该项目本身颇具
科技感的建筑设计，加上知名品牌阵
容以及人流的吸聚力，强势带动着该
广场商业格局的不断攀升。

携手共建，丰富业态内容

为了适应新形势，广场积极丰
富业态。今年，宁波市众冠商业广场
B 区三楼开辟电子区，区域总面积
3366.48 平方米，共 114 家店铺，经营
范围包括电子元件、电子元器件、电
源、传感器、PLC、进口电器等商品。
目前，该区域已出租商铺共 73 户，
面积达 2125.55 平方米，并留有扩展
区域，以满足未来新增电子类商户
的需求。

据了解，目前入驻的电子区经
营商户多为原宁穿路三号桥美化电
子市场经营户，后因市场拆迁分散，
现重新集聚于众冠三楼电子区。众
冠将着眼未来，力争成为宁波最大
规模的电子交易区。

从一楼到三楼，店铺高端大气、
整洁有序，广场之所以显示出超高
人气，根源在于宁波扎根经营 23 年
的三号桥五交化批发市场的整体迁
入，特别是众多业内龙头大户抢先
入驻于此。据介绍，目前广场内有店
铺近 1800 家，入驻率超过 70%。集五
金机电、电子电气、智能安防、文体
百货于一体，豪华品牌阵容，独特的
专业市场优势，加上处于核心商业
中心，造就非凡的商贸地位。

总建筑面积 18.5 万平方米的空
间里，共有三幢以连廊相通的独立
经营单元楼和一幢为周边居民、企
业、学校服务的功能配套酒店。顾客
可以看到店铺干净整洁、产品摆放有
序，拥有完备的智能安防与缴费系
统。酒店裙楼区域设有完善的生活服
务商业配套功能区，餐饮机构、便利
超市、商务办公、健身房等设施，这一
切让众冠商业广场在经营销售之外，
同步具备办公、餐饮、会务、住宿、娱
乐等功能，为商业广场的整体运作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尤其是该广场配备有 1800多个
停车位与2500多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并配有一定比例的充电桩。无怪乎，
众冠被众多业内人士称为“传统市场
转型升级标杆，创业创新的摇篮”。

“这个市场的建筑基础设施可
谓是行业一流，建筑不仅体量很大，
而且布局很合理，重要的是空间利

用率高，室内外装饰很有档次，这些
都是传统五金建材市场不可比拟
的。3 个汽车盘道可直达每层楼的室
内及屋面停车场，在不影响经营的
情况下，符合限高的车辆可直达商
铺门口。A 区、B 区、C 区三栋独立建
筑之间，各楼层均架设空中连廊，供
顾客、车辆穿梭通行。如果没有原市
场广大经营户共同出资众筹搞项目，
从老江东地段搬迁转移到这里，肯定
不会有这么显著的提升。”从原宁波
三号桥五交化批发市场搬迁过来的
众多经营户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地理优势，增强辐射效应

从地图上看，众冠商业广场位
于镇海中官路与明海南路交叉口，
是中官路创业创新大街江北区块的
核心区域，而中官路创业创新大街
地处甬江科创大走廊重点区域，拥
有宁波材料所等三校一所、周边新
材料初创产业园等五大科技创新平
台、八大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使这里
成为全市科教研发资源密集区，同
时也是宁波创新资源富集区。

周边集聚了浙甬市场、新二号
桥市场、中通物流、亿家家居、329 国
道沿线的物流市场群以及近邻的新
材料科技城等，为众冠商业广场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经营环境。紧邻的
宁波北高教园区，又为该广场打造

电商经济提供了优秀的智慧团队和
强大的技术支撑。

大 交 通 格 局 搭 上 发 展“ 快 车
道”。附近的北环东路与中兴路跨江
大桥、三官堂大桥，也是众冠商业广
场贯连江北、镇海、高新、海曙和鄞
州的交通优势，周边有轨道交通 2
号线、5 号线（在建）。便捷的交通让
这里成为浙东地区行业性商贸集散
地，甚至在省外产生幅射效应。

先进管理，为营商保驾护航

“虽然它是一个新生的现代化
商业广场，但是拥有原‘五交化批发
市场’的全体经营户及全新运营管理
团队，为新商业广场的发展保驾护航，
积蓄力量。”业内人士评价道。

据介绍，由原“宁波江东五交化

批发市场”经营户众筹成立的宁波市
众联发市场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其全资子公司宁波众冠商业广场经
营有限公司建成的最初目的是为了
给原“五交化批发市场”及“三号桥市
场”经营户拆迁后提供一个先进、完
备的转型升级集体经营场所。

“鉴于众冠广场的特殊背景，为
维护商业广场的整体运营环境，商业
广场运营团队根据五交化批发市场
20多年的管理经验，不断优化规章制
度，并提供全方面的优质服务。”项目
负责人介绍，广场实行“统一租赁、统
一经营、统一管理”。商铺只租不售，
承租人享有优先租赁权，已公布2020
年至 2025 年的“商铺五年租赁价格
表”，商铺租赁过程公开透明，均通过
电脑系统出单后签订合同。

据调研得知，宁波目前各类专

业市场不少属临时建筑，近 5 年内将
面临着全线拆迁。同时，由于互联网
对实体商店的影响，加上这些市场设
施陈旧，经营现状也不容乐观，重新
购地新建市场的概率极小。因此商户
普遍认为众冠商业广场是全市所有
五金机电类工业品的最终集散之地，
自去年开业以来，每月有来自各类市
场的商户陆续前来入驻。

“在全新的工业品采购商业环
境、全新的业态整合和创新创业平
台，未来我们将加快升级，加速优
质生产要素的集散，成为服务于宁
波都市区及周边省市生产性服务
业的枢纽。”宁波众冠商业广场经
营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他们也希
望更多的优质商户入驻众冠商业
广场。

（韩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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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双减”政策时
宁波有哪些硬性要求

网友“ndwillis”：在落实国家
相关“双减”政策时，宁波有哪些
硬性要求？

市教育局：根据“双减”意见
有关规定：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
核登记，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
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校外培训机
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学
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
严禁资本化运作；依法依规严肃查
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行为等。市教
育局严格按照国家、省“双减”工
作的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校外培训鉴定指引
宁波有吗

网友“我发烧了1999”：上海
发布校外培训 （学科/非学科） 鉴
定指引，宁波是否有？

市教育局：目前我市按照教育
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
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
范围的通知》 执行，尚未制定有关
鉴定指引。

这样的培训班
是否纳入学科类监管

多位网友：1、小学初中的文学
素养（古诗词、名著阅读、写作）培训
班、少儿英语口语培训班、编程（C++
算法等）、科学实验、思维训练等，算
不算学科类？2、培训机构的一对一、
一对二、一对三这些个性化的小班课
程是否也在“双减”监管范围之内？

市教育局：对涉及道德与法
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外
语 （英语、日语、俄语）、物理、
化学、生物学科国家课程标准规定
的学习内容进行的校外培训，均列
入学科类进行管理。

已预付报名英语秋季课程
可参照哪个政策申请退款

编号为“127708”的网友：小
学生已预付报名的英语秋季课程，
可参照哪个政策申请全额退款？

市教育局：我们将按国家、省
有关规定执行。培训费一般应于临
近培训课程开班前收取，建议家长
在安排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时要认真
阅读、充分理解培训合同文本内容，
不要超期超前交费，保留好合同文
本和交费发票，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5+2放学后托管服务
幼儿园和中小学同步实行吗

网友“朗朗乾坤2018”：幼儿

园会和中小学同步实行5+2放学后
托管服务吗？

市教育局：目前，全市各地幼
儿园普遍建立了早晚值班制度，实
行“相对固定+容许意外”模式，
将放学到点后仍未被接走的儿童集
中在一处,由值日教师和行政值班
领导共同看护直至被家长全部接
走。如您有需求可以向幼儿园申请
提出。

学校5+2托管
收费标准有规定吗

网友“论坛初语”：5+2 托管
模式，是不是只收很低的费用甚至
不收费？是由在校老师辅导学生作
业，还是聘请校外教育机构来参
与？如果是聘请校外教育机构，是
否对收费标准有相关规定？

市教育局：根据 《宁波市教育
局等九部门关于切实做好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和幼儿园托育服
务的实施意见》，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于工作日放学后开展课后服务，
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
各单位正常下班时间，每天不少
于 2 小时。课后服务经费可通过
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
等 方 式 筹 措 ， 具 体 由 各 地 确 定 ，
对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参加课后服
务，应参照学生资助政策予以减
免或补助。各校可通过学校自主开
展、联合公益组织、购买社会服
务、名优骨干组团等方式开展课后
服务。确因学校师资力量不足、但
学生有需求，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
方式引入非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参
与课后服务。

“双减”政策执行后
高中阶段能不能补课

网友“天使与美人鱼”：在
“双减”政策下，培训机构能不能
开高中课程？

市教育局：我市将严格按照国
家、省市“双减”工作的要求做好
相关工作。在上级政策尚未明确
下，高中学段按照现有政策执行。
如果机构不按照合同规定时间开
课，引发退费纠纷，建议按照合同
约定办理，必要时可向所在区县

（市） 教育部门举报。

这些“双减”政策
海曙区都已落实了吗

多位网友：1、海曙区的初一
学生何时安排晚自修？2、海曙公
办幼儿园有没有课后托管服务？
3、中小学课后托管服务内容有哪
些？4、小学课后托管服务到底到
几点？

海曙区教育局：1、初一新生
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学习内容
及新的班集体；各初中学校晚自习
工作也需要逐步推进。我局将在总
结各校初二、初三晚自习开展情况
的基础上，逐步将这项工作在初中

学校全面推开。
2、目前，海曙区所有幼儿园

都会为有接送困难的家长提供教师
值班服务，您可以与班级教师联
系。

3、海曙区各小学从 9 月 1 日
起，各中小学全面推行课后托管服
务，学生按照自愿原则参加，内容
包括看护、指导完成作业、个别辅
导与答疑，也可开展科普、文体、
艺术、劳动、阅读等项目的兴趣小
组及社团活动。学校课后托管内容
包括作业辅导，并非学科培训。

4、海曙区课后托管服务的时
间和家长下班时间同步，并适当
延迟 15 分钟左右，对有特殊需要
的学生，学校提供延时服务。农村
学校、寄宿制学校及开设晚自习的
初中学校，可结合实际确定托管时
段。

江北区中小学
托管时间能否延长一些

网友“穿透本质”：江北很多
学校的托管时间是夏令 17:30，冬
令 17:00，这基本就跟家长下班时
间一致。能否对有需求的家长出台
延迟半小时的措施，真正解决家长
接娃难题？

江北区教育局：根据省、市文
件要求，托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
于企事业单位正常下班时间。因
此，江北区中小学托管结束时间多
为 夏 令 17:30， 冬 令 17:00。 据 了
解，部分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已做了
后延调整。如您有接送困难，请与
所在学校进一步沟通。

镇海幼儿园放学太早

何时能有托管

网友“smyhsq”：目 前 ， 江
北区的课后托管已经延伸到学前
教育阶段，鄞州区也在推进学前
段的托管，请问镇海区何时能跟
进？

镇海区教育局：我区幼儿园已
按相关规定，对有需求的家长提供
早晚看护 （托管） 服务，结束时间
一般为企事业单位下班时间后延
15 分钟，个别家庭确有接送困难
的可与幼儿园联系。

高新区小学4点钟课堂
为何被取消了

网友“kuiaa”：高新区小学 4
点钟课堂一直以来都是高新区学
校的特色，4点钟课堂的开放为孩
子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做出了卓
越的贡献。但现在高新区教育局
要求学校取消 4 点钟课堂，请问
为什么？

高新区教育文体局：高新区小
学课后服务现在采取“基本服务+
拓展服务”的模式。基本服务包括
看护、指导完成作业、对学困生进
行个别辅导与答疑等。拓展服务指
学校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

间，开展科普、文体、艺术、劳
动、阅读、兴趣小组、社团活动等
丰富多彩的项目，供学生自主选择
参加。我局已要求各校结合本校实
际，精心设置课后服务课程，帮助
学生培养兴趣、发展特长，推进因
材施教，尽可能为孩子提供适合的
教育。以后，根据实际需要，区里
会引进一些有资质、有特色、口碑
好，办学规范的第三方白名单，供
各校选择，以满足个性化服务的需
求。

游泳是中考项目
为何要去培训机构学习

网友“恋仙狐”：游泳是中考
项目，为什么奉化的学校不能有自
己的老师和场地让学生们学习，还
要家长拿出钱去校外培训机构学
习？

奉化区教育局：一直以来，宁
波地区必测项目只有一项，即男
1000 米/女 800 米 ， 历 年 的 文 件 、
通知也都规定游泳是选测项目，不
是必考项目。因为有许多家长提出
了建议，要求通过测试，让学生增
加一个生存技能，所以按照奉化的
实际和宁波的发展趋势，奉化在今
年恢复游泳这个选测项目的测试。
但如果不愿选测，可以选择其他项
目代替。

春晓722-1路公交车
首末班时间能否调整

网友“问题多又多”：春晓龙
湖世茂等小区很多学生坐公交车去
三山学校，坐 790路要走很远才到
学校。请问能否把停靠学校附近的
722-1路公交车的首班车时间提前
一些，末班车延后到五点半以后？

北仑公交：722-1 路作为农村
线路，基本运营至 17:00-17:30 末
班结束，就农村线路目前的线路属
性、配车数、驾驶员人数等资源配
备情况而言，延迟末班时间或增加
班次存在一定的困难。建议将学生
上下学通勤需求告知教育部门，由
教育部门统一上报区里，进而方便
我公司准确、合理地调整班次时
刻，从而解决学生上下学通勤问
题。

晚上8点20分
能否增开一班812路公交

编号为“131113”的网友：
江北区孔浦中学九年级晚自习 8 点
钟结束，很多学生需要坐 812 路
回家，但 812 路末班车晚上 6 点半
就截止了。请问能否在晚上 8 点
20 分增开一班 812 路，方便学生
回家？

市公交集团：我们将关注 812
路线路动态，努力满足学生的实
际出行需求。同时，也欢迎学校
方面能与我公司联系具体的包车
业务。

（海文）

孩子“双减”这些事，权威部门有解释

本报讯（记 者张璐 仇龙杰
通讯员邵建荣）先乘公交前往东钱
湖 ，再 骑 公 共 自 行 车 绕 湖 而 行
⋯⋯昨日，120 余位单身男女以“绿
色出行”为主题，来了一次“绿色联
谊”。

这是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与宁波
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宁波市公
交集团、宁波东钱湖水上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共同推出的绿色低碳出行
系列活动的第三个子活动。

早上 8:30，120 余位单身男女齐
聚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共同乘坐公
交前往东钱湖游船码头。随后游船
缓缓驶离码头，单身男女们开启了
半天的东钱湖之行。下船后，单身男
女们绕湖骑行。一场瓢泼大雨像是
给大家制造了“共伞”机会，也成就
了数对青年男女许仙与白娘子般的
美妙缘分。

在活动微信群里，有 30 多对单
身青年邀记者为“媒”，开启了的三

人组快乐 “私聊”。
绿色低碳出行系列活动旨在宣

传、倡导绿色低碳出行，缓解交通压
力，减少环境污染，活动的主题为爱
绿、护绿、增绿。此前，“寻找流浪车”
和“单车随手扶”两个活动已经推
出，也期望更多的朋友来参加——

寻找流浪车：搜寻身边长期挪
作私用或弃置的公共自行车或共享
单车，将定位的截图以及图片发送
给宁波民生 e 点通。

单车随手扶：发现路上倒伏的
公共自行车及共享单车，将它们扶
起，将定位的截图以及图片发送给
宁波民生 e 点通。

具体方法：关注宁波民生 e 点
通微信（搜 nb81850）后发送“单车”
关键词获取活动链接，按要求上传
相关内容。

前 200 位参与者可获公交储值
卡一张（卡内金额 30 元）。一个手机
号最多领取 3 张（先到先得）。

120余位单身青年
绿色骑行“联谊”

本报讯 （记者廖业强 钟海
雄）“今天这个活动很好，体现了
对老年人的关爱，也在重阳节到来
之前，让我们有机会向父辈尽点孝
心。”市民王先生陪同父亲做完眼
科检查后如是告诉记者。

王先生父亲最近看东西出现重
影，看到中国宁波网民生 e点通联合
宁波市中医院眼科举办了“重阳中医
敬老 e起守护光明”公益义诊活动
后，王先生第一时间给父亲报了名。

再过两天就是重阳佳节了。昨
天，像王先生父亲一样，有近百位

老人参加了义诊活动，其中不少是
儿女为他们报的名，有的是儿女陪
同前来。

宁波市中医院眼科负责人王世
明博士携全科医护人员坐镇现场，
义务提供诊疗服务。王世明医生告
诉记者,义诊查出不少老年人患有
白内障，且眼压有点高。这一状况
如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发展为青光
眼，需要尽早治疗。

作为中医院的特色，昨天，院
方还为参加活动的老人提供了耳穴
压豆服务，受到老人们的欢迎。

近百老人参加
重阳节敬老眼科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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