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房屋征收工作顺利进行，现通过随机摇号
方式选定西北街地块改造项目的房屋征收预评估机
构，对项目内被征收房屋及产权调换房屋的预评估比
准价格进行测算。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屋征收预评估内容
西北街地块改造项目涉及的房屋征收范围内被征

收房屋及产权调换房屋的预评估比准价格测算。项目
涉及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3.08 万平方米(未包含未经
登记建筑)，征收总户数约 159 户。

二、报名条件
（一） 评估机构列入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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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报名材料

（一） 项目预评估申请书及工作实施方案 （加盖
单位公章）；

（二）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三）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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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证书；
（六） 单位授权委托书、受托人身份证；
以上材料均携带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加盖单位公

章）。
四、预评估机构选定程序及相关事项

（一） 本次报名及摇号选定工作全权委托宁波市
信业公证处现场监督；

（二） 宁波市信业公证处按照报名条件对报名的
评估机构是否符合条件进行审核；

（三） 在审核通过的所有预评估机构中通过随机
摇号方式确定最终的评估机构。具体方式为：报名先

后的顺序号即代表本单位的号码，在 1 至 N 的 N 个号
码中随机摇号产生其中一个号码，该号码相对应的评
估机构即为该项目的预评估机构。如报名的预评估机
构只有一家，则该家评估机构直接确定为该项目的预
评估机构；

（四） 参加本次报名及摇号选定房屋征收预评估
机构活动的候选评估机构须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等候
并参加现场摇号。未携带第三项要求的报名资料或资
料不全，或者未在截止的规定时间内到达的，视作自
动弃权。

五、预评估比准价格测算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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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调换房屋预评估比准价
格测算费用，根据评估对象测算价值，按评估费标准
的 4%下浮 10%比例确定；测算价值按预评估比准价格
与评估对象的建筑面积之积确定。预评估比准价格测
算与房屋征收评估为同一家评估机构的，不支付该费
用。

六、报名及随机选定时间和地点
（一） 报名时间：2022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一），上

午 9:15—10:00 （以摇号地点显示的时间为准，时间截
止后不再受理）；

（二） 抽签及摇号开始时间：2022 年 1 月 17 日
（星期一），上午 10:15 （以摇号地点显示的时间为
准）；

（三） 报名、抽签及摇号地点：宁波市气象路 58
号海曙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大厅 （因疫情原因，
只准授权代表一人参与）。

联系人：钟老师；联系电话：83866297、81859476
鼓楼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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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昊） 最近，在
鄞州区行政服务中心办理业务的市
民发现，大厅里摆放着宁波市党史
学习教育成果系列展板，吸引很多
人驻足观看。近期，宁波市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在各区县 （市） 集中展
示，在新闻媒体开设相应专题，将
学习教育与宣传引导同步推进，深
入挖掘典型，线上线下同频共振。
其中，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和“我为
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解难题、我
为基层减负担”专题实践活动最佳
实践案例颇为亮眼。每一项活动都
是广大党员群众积极参与的写照；
每一组数据背后，都是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波

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活动要求，深入实施党的
创新理论走心工程，不断推动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领
导干部带头，宣讲名师、青年宣讲
员、专家学者、“民间名嘴”等形
成大宣讲队伍，进机关、进学校、
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网
络，党史宣讲、“四史”宣讲、“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宣讲、六中全会
精神宣讲等走新更走心，“六讲六
做”大宣讲活动蓬勃开展。

我市广泛深入开展全市青年理

论宣讲暨微型党课大赛，创新推出
文艺宣讲、情境宣讲品牌，着力挖
掘宁波在百年党史中的经典案例、
感人故事、红色基因，让党史学习
教育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全省青
年理论宣讲暨微型党课大赛情境式
宣讲决赛在镇海举行，我市情境宣
讲精品 《丹枫向阳》 荣获第一名。

全市近百个红色景点，绘成一
张全域红色地图。通过挖掘红色资
源、守好红色根脉、讲好红色故
事，把保护利用红色资源变成党史
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奉化滕头村
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张人亚党章学堂、杨贤江故居、杭
州湾跨海大桥入选省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宁波涌现
了很多典型案例，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融入发展“主战场”、融入基层

“大阵地”、融入民生“第一线”。
去年，宁波市围绕“我为群众办实
事、我为企业解难题、我为基层减
负担”，深入谋划共同富裕先行市
建设，全面落实 11 大行动 53 项举
措，引导党员干部用心用情解决群
众就业增收、公共服务、社会保
障、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急难愁
盼”问题。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领衔破解群众、企业、基层难题
5.1 万余个，各级党组织已为群众
办实事 54.4 万件、为企业解难题
11.6 万 个 、 为 基 层 减 负 担 9.8 万
个，涌现出了“文艺村长”“15 分
钟 便 民 商 贸 圈 ”“ 我 为 烈 士 修 遗
物”等一大批品牌案例。值得一提
的是，奉化区“帮办一键通”基层
服务平台等 3 个“三为”典范实践
案例入选浙江省“三为”最佳实践
案例，入选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交出党史学习教育“高分答卷”
宁波市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在各区县（市）集中展示

修砌堤防、疏通沟渠……连日来，我市各大水利工程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为春耕备耕和防汛抗旱夯实基础。在海曙区鄞江镇清源溪治理
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对鱼鳞形堰坝进行石块铺设，后续还将进行堰坝扫浆、周边绿化景观、游步道等建设，使工程在发挥水流调节作用的同时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徐能 张昊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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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邬海峰） 岔路镇下畈村“艺术特色
村”项目顺利通过初步验收、深甽
镇南溪村安岚入口提升改造工程即
将收尾、桃源街道下桥村投资近
6000 万元的居家养老中心项目进
入招投标⋯⋯元旦刚过，宁海县大
批民生实事项目进展如火如荼，这
是宁海“清廉指数”助推清廉村居
建设的缩影。

去年以来，宁海在全县深化推
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 36 条工作三
年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制定 《清廉
村居建设指数评价办法》，精准聚
焦村务规范运行、村班子建设等方
面，研究设置班子建设、美丽乡村
智慧监管、执行落实等 7 个方面指
数，用“清廉指数”为清廉村居建
设划出“硬杠杠”。

“‘清廉指数’就是让村级党
风廉政建设情况用数字说话。”宁
海 县 纪 委 监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清廉指数”每年评定两次，分数
的高低反映出各村社在班子建设、
清廉工程、清廉文化等方面的认可
度、感知度和满意度。以执行落实
为监督重点的“指数”，聚焦“五
议决策法”是否落实到位、执行规
范，村班子是否存在不决策、乱决
策等情况，村级集体工程招投标、
合同签订是否规范执行等情况，严
格落实村级工程、专项行动等中心
工作，力求监督时间无“断档”、
推进工作无“空档”。

为做好“清廉指数”评价后半
篇文章，“清廉指数”运行还注重
实操性，评定结果实行动态管理，
对被评上的村社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安排涉农资金项目；执行不严
格 、 不 规 范 的 非 “ 达 标 村

（社） ”，原则上不得参加综合性荣
誉评选，且不列入财政涉农资金整
合项目补助范围，形成“奖惩并
举”的良好工作格局。

据统计，截至目前，宁海县纪
委监委严格对照“清廉指数”标
准，已评出首批“示范村 （社） ”
24 个、“达标村 （社） ”56 个。

宁海“清廉指数”助推
清廉村居建设驶入“快车道”

本报讯（记者王博 鄞州区委
报道组徐庭娴 通讯员郑拓） 党建
聚力引领乡村发展。昨日，鄞州区
与衢州市衢江区两地的 8 个党支部

“联姻”，共同签订“党建联盟引领
乡村振兴协议”。未来，鄞衢两地将
通过“云上协作”线上线下联动，
共谋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路。

自结对启动山海协作工程以
来，鄞州与衢江两地的资金、技

术、人才、文化等就开始了频繁的
双向交流，乡村振兴示范点湖南镇
蛟垄村和高家镇盈川村、荷鹭牧
场、鄞衢富里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
等项目相继落地，鄞衢两地携手探
索走出了一条造血帮扶、双向互
动、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

今年，在山海协作大背景下，
鄞衢两地将深化协作，将合作的

“ 手 ” 延 伸 到 结 对 支 部 和 所 在 的

村。在鄞州区驻衢江区莲花镇西山
下村挂职干部团队牵线协调下，两
地的 8 个党支部正式试行鄞衢“支
部联建 互动发展”模式。

据介绍，此次组建共建联盟的
有鄞州区横溪镇周夹村党总支、横
溪镇党政办公室党支部、横溪镇发
展服务办公室党支部、横溪镇农业
农村办党支部、鄞州区农业农村局
第二党支部和衢江区莲花镇机关党

支部、莲花镇西山下村党支部、衢
江区农业农村局助农党支部。

当天，在鄞衢两地联合开展的
“云上协作”中，鄞州挂职干部直播
推介了衢江区小番薯、猕猴桃、椪柑
等特色农副产品。下一步，鄞州区农
业农村局也将协调落实 2022年度帮
促西山下村资金120万元；横溪镇农
业农村办党支部将与衢江区农业农村
局助农党支部联动，在两地开展特色
农副产品销售推广；横溪镇发展服务
办党支部将动员一批横溪企业到西山
下村考察交流，带动西山下村乃至衢
江区实现共富新发展。

鄞衢“云上”共谋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黄银凤） 近日，
“大师鉴藏”——近现代书画鉴藏
名家大师·宁波书法篆刻家主题
创作展在宁波美术馆展出。以中
国书画鉴藏史海钩沉为主题，宁
波老中青三代 61 位艺术家，挥笔
运刀，精心创作了 128 件书法篆刻
力作展出。

王世襄、庞莱臣、黄宾虹、徐
悲鸿、溥心畬、郑振铎、张伯驹
⋯⋯51 位近现代中国书画鉴藏界
大家及他们的收藏鉴定业绩、学术
研究、专业建设、收藏笔记信函、
诗文题跋与印章边款文字等，成为
61 位宁波当代书法篆刻家的创作
内容，构成了一个专业性很强、丰
富多彩的书法篆刻艺术创作主题。

“书画陶情，金石延年”，宁波
书法家协会顾问胡茂伟书写了这八
个大字，深切怀念甬上著名收藏
家、篆刻家秦康祥。“彦冲秦君，
少年英俊，好金石，工刻竹，喜收
藏，精鉴别，尤以搜罗竹刻为最

富，且多可珍之品。”现代著名书
法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
王福庵高度评价秦康祥的收藏功
绩。

秦康祥及家族对宁波文物事业
的影响深刻，他所收藏的竹刻作品
有 23 件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宁波博物馆专门辟有秦康祥捐赠

“明清竹刻艺术馆”，常年向游人开
放。在他的收藏中，除竹刻作品
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古印玺、名家
印、印簿等，他分门别类地编辑成
册，流传下来的有 《睿识阁古铜印
谱》《唐石斋花押印》。

展览还重点展示了中国近代美
术史上独具魅力的海上画派与鉴藏
大家的融合与交流的佳话，其中甬
籍海派著名书画家赵叔孺与海上收
藏家周湘云收藏唐代怀素的 《苦笋
帖》 和宋代米友仁的 《潇湘图》 的
故事尤其受人关注，张奕辰等几位
宁波书法篆刻家的参展作品讲述了
他们的故事。

61人128件力作

书法甬军致敬
近现代书画鉴藏大家

图为展览现场。 （黄银凤 摄）

本报讯（通讯员张伊梦 记者
董惊鸿 余姚市委报道组劳超杰）

“政府支持企业的政策一年比一年
好，这笔赔款弥补了我们公司不少
损失。”近日，宁波思瑞齐能源有
限公司负责人收到了余姚市商务
局、三七市镇政府和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余慈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
送来的 4.6 万美元赔付通知书。

宁波思瑞齐能源有限公司是余
姚市一家专业生产户外照明灯具的
出口企业。去年，该公司遇到一件
棘手的事情：与公司合作了 3 年
多、累计贸易金额近 200 万美元的
美国老买家不仅拖欠货款，还以各

种理由反向索赔 12 万美元。
万分焦虑之际，宁波思瑞齐能

源有限公司负责人想起公司加入了
余姚市小微统保平台，于是联系了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余慈办事
处。接到企业的报案后，该办事处
工作人员积极响应，迅速向买方开
展追偿工作，一方面积极协助企业
核实买方反向索赔内容，驳回买方
的绝大部分主张，并通过海外律师
团队继续对买方还款进行施压，另
一方面及时启动定损核赔程序，指
导企业准备所需的理赔材料，推动
案件赔付。最终在多方努力下，美
国买家不再提及反向索赔，而企业

也顺利获得了 4.6 万美元的赔款，
弥补了损失。

据了解，余姚市小微统保平台
是去年余姚市商务局牵头实施的面
向余姚市小微出口企业的一项创新
扶持政策。上年度自营出口报关金
额在 500 万美元以下、注册在余姚
当地的出口企业即可申领政策性出
口信用保险保单。

该平台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应对
严峻复杂的国际经贸形势和海外反
复的疫情，提振小微出口企业的接
单信心，降低贸易风险，保障小微
出口企业的收汇安全，一经推出就
受到了广大小微出口企业的欢迎。

余姚市小微统保平台为小微出口企业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黄程 通讯员虞
昌胜） 教育部日前公布首批现代产
业学院名单，宁波工程学院杭州湾
汽车学院入选该名单，成为全国
50 所获批学院之一。

首批现代产业学院计划在“四
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
新文科） 领域建设 30 个左右育人
成效显著、区域产业特色鲜明、产
学研用联动深入的现代产业学院，
对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智能
制造、航空航天、船舶与海工装
备、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材
料等领域予以重点支持。

杭州湾汽车学院有关负责人介
绍，学院落实新工科建设理念，精

准对接新区本土汽车产业发展，实
现工科教育从学科导向到产业导
向、从专业分割到学科专业交叉融
合、从支撑服务到创新引领三个转
变。多年来，学院紧紧依托新区有
利的区位优势和产业资源，积极探
索 汽 车行业特色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走出了一条高水平应用型产业学
院建设之路。近5年，学院科研团队
服务宁波市汽车产业获得了8项省部
级科研成果奖励，授权发明专利100
多项，科研到账经费3000多万元。

校企合作是杭州湾汽车学院的
成功秘籍之一。学院 2016 年与吉
利集团共建企业大学；2018 年组
建了三大研究平台，包括新能源汽

车碰撞安全与轻量化研究平台、汽
车振动噪声控制研究平台、智能制
造技术与装备研究平台；2019 年
与 Altair 共建“汽车虚拟仿真技术
实验室”、与中汽研共建“汽车碰
撞安全技术实验室”、与吉利共建

“汽车振动噪声技术实验室”；2019
年与吉利、中汽研等汽车产业龙头
企业共建了宁波市协同创新中心
——新能源汽车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和省级重点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汽车工程技术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2020 年与吉利、中汽研等企
业合作入选浙江省产教融合工程项
目建设单位，学院成为吉利汽车研
究院技术供应商。

杭州湾汽车学院入选首批现代产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