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保障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红心村何家新村征迁
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有关规定，拟公开选定该项目
的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屋拆迁评估内容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红心村何家新村项目征迁范

围内被拆迁房屋、装修、附属物、附属设施、旧房拆
除费用 （含零星工程施工）、停业停产损失和临时安置
费等。该项目涉及红心村何家新村的以集体土地为主
的房屋，被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7500 平方米。

二、报名条件
（一） 在本市范围内取得法定评估资格，并列入

2022 年度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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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评估申请书及工作实施方案；
（二）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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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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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 （拆迁） 办公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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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海曙区高桥镇项目所涉及村召开由被拆迁
人代表参加的会议，在报名的评估机构中确定一家中
选评估机构，并形成结果；如未能在会上选定评估机
构的，采用随机选定方式确定；

（三） 测绘单位由中选的评估机构自行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组成联合体的形式参与本项目。

五、评估收费标准
根据《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海曙

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工作的通知》（海政发〔2018〕12 号）
文件规定。旧房拆除评估费用为拆除房屋建筑面积每平
方米 1 元（按照房屋拆除施工工程估价收费标准的宁波
市有关会议协调精神执行），费用由拆迁人支付。

六、报名时间和地点
（一） 报名时间：2022 年 6 月 15 日 （上午 830—

1130，下午 130—430）
（二） 报名地点：海曙区高桥镇综合执法大队右侧

第一幢 109 室。
联系人：宣老师 联系电话：88015802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2022年6月15日

关于报名参加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红心村何家新村
征迁项目公开选定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公告

为保障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望春监狱南侧地块项
目征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有关规定，拟公开选定
该项目的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屋拆迁评估内容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望春监狱南侧地块项目征迁

范围内被拆迁房屋、装修、附属物、附属设施、旧房
拆除费用 （含零星工程施工）、停业停产损失和临时安
置费等。该项目涉及宋家漕村部分民宅与周边非住
宅，被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14900 平方米。

二、报名条件
（一） 在本市范围内取得法定评估资格，并列入

2022 年度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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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评估申请书及工作实施方案；
（二）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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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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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 （拆迁） 办公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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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海曙区高桥镇项目所涉及村召开由被拆迁
人代表参加的会议，在报名的评估机构中确定一家中
选评估机构，并形成结果；如未能在会上选定评估机
构的，采用随机选定方式确定；

（三） 测绘单位由中选的评估机构自行委托有资质
的单位组成联合体的形式参与本项目。

五、评估收费标准
根据《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海曙

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工作的通知》（海政发〔2018〕12
号）文件规定。旧房拆除评估费用为拆除房屋建筑面积
每平方米 1 元（按照房屋拆除施工工程估价收费标准的
宁波市有关会议协调精神执行），费用由拆迁人支付。

六、报名时间和地点
（一） 报名时间：2022 年 6 月 15 日 （上午 830—

1130，下午 130—430）
（二） 报名地点：海曙区高桥镇综合执法大队右侧

第一幢 109 室。
联系人：宣老师 联系电话：88015802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2022年6月15日

关于报名参加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望春监狱南侧
地块征迁项目公开选定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公告

为保障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工程海曙高桥段项目
征迁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有关规定，拟公开选定该
项目的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房屋拆迁评估内容
宁波市轨道交通 6 号线一期工程海曙高桥段项目

征迁范围内被拆迁房屋、装修、附属物、附属设施、
旧房拆除费用 （含零星工程施工）、停业停产损失和
临时安置费等。该项目涉及宋家漕村、红心村和联升
村部分集体土地民宅与周边非住宅，被拆迁房屋总建
筑面积约 10000 平方米。

二、报名条件
（一） 在本市范围内取得法定评估资格，并列入

2022 年度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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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评估申请书及工作实施方案；
（二）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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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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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 （拆迁） 办
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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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海曙区高桥镇项目所涉及村召开由被拆
迁人代表参加的会议，在报名的评估机构中确定一家
中选评估机构，并形成结果；如未能在会上选定评估
机构的，采用随机选定方式确定；

（三） 测绘单位由中选的评估机构自行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组成联合体的形式参与本项目。

五、评估收费标准
根据《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海

曙区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工作的通知》（海政发〔2018〕12
号）文件规定。旧房拆除评估费用为拆除房屋建筑面积
每平方米 1 元（按照房屋拆除施工工程估价收费标准的
宁波市有关会议协调精神执行），费用由拆迁人支付。

六、报名时间和地点
（一） 报名时间：2022 年 6 月 15 日 （上午 830—

1130，下午 130—430）
（二） 报名地点：海曙区高桥镇综合执法大队右

侧第一幢 109 室。
联系人：宣老师 联系电话：88015802

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2022年6月15日

关于报名参加宁波市轨道交通6号线一期工程海曙
高桥段征迁项目公开选定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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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片的花海、别致的小院、斑
斓的山海⋯⋯宁海强蛟骆家坑村山
花烂漫、绿意盎然，“骆在花海”
体验馆、“泡泡屋”星空宿等艺术
景观和长山岗蓝湾营地受到游客的
追捧。“赏花+露营”叠加效应，
为骆家坑乡村旅游铺就了一条致富
路。“村民开农家乐、卖土特产，
家门口就能赚钱，村集体经济去年
也增加了 20 余万元。”骆家坑村村
干部骆春茂介绍。

作为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
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近
年来，宁海坚持“生态立县”的理
念，积极探索“两山”转化新通
道，以艺术振兴乡村，旅游业“微
改造、精提升”工程，环境综合整
治等为抓手，开展集旅游、文化、
乡村等多重资源的“大景区”创
建。目前，全县已建成省级景区镇
16 个、景区村 200 余个，244 项旅
游业“微改造、精提升”项目竣
工，培育乡村重点节庆活动 36 个。

创新上下功夫，特色上做文章，
宁海推动乡村全域旅游示范区向共
同富裕示范区转型升级，推动文旅
融合，增加区域财富。峡山村通过改
善村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变身

“浙江省 3A 级景区村庄”，涌现出民
宿、餐饮店、渔家乐等一批新业态。
下枫槎村依托望府楼山的风景资
源，通过中国人民大学丛志强团队
的驻村改造，按“槎飨、槎赏、槎嬉、

槎憩、槎研、槎望”6 个模块进行打
造，用艺术赋能村民，建起了假山、
仿古凉亭、池塘小桥、灯光球场、公
园等，让游客体验到别具一格的茶
文化主题乡村游。

宁海还充分发挥产业集聚优
势，通过专业团队入驻、引进先进
运营模式，促进乡村旅游从粗放型
向精细型转型，提升乡村旅游可持
续发展水平，实现旅游业全域共
富。保留有 700 余年历史石头建筑
的许家山村，以往由于缺乏可体验
的旅游业态，留不住游客。通过引

进安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绣
花”功夫改造牛棚，修旧如旧改造
茶厂，“心宿石里”休闲餐厅、牛
栏坊酒吧、老屋茶社等陆续开业，
聚集了人气。桥头胡街道引入驴妈
妈、华住集团等知名旅游企业和营
销平台，打造哩呀啰国际乡村旅游
度假区，列入民宿助力乡村振兴省
级试点，仅双林村三麓潭山庄租赁
费每年为村集体带来 20 万元收入。

擦亮“珍珠”，更要“串珠成
链”，合力形成共富。当前，宁海
森林温泉大道、大美南湾北线、乡

村艺术谷风景线、古镇乡韵风景线
等 4 条精品线路已完成，精品线上
的节庆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因节
赋能，连续举办 20 届的徐霞客开
游节是宁海探索旅游共富之路的最
强音，通过举办节庆活动，串联起
乡村生态、景点、民俗、村庄等资
源，让‘美丽乡村’释放出‘美丽
经济’。”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宁海
将积极探索“云节庆”、社会资本办
节等新模式，数字赋能，形成独具特
色的“浙里好玩”宁海品牌馆。

“乡村游”助力“共富美”

宁海建成200余个景区村

深甽山水风貌。 （徐铭怿 摄）

本报讯（记者黄银凤 通讯员
何华军） 日前，由浙江省文物局指

导、浙江省考古学会举办的“新时
代浙江考古十大发现”评选活动揭

晓，余姚井头山遗址、余姚施岙遗
址和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

瓷窑址名列其中。
为系统回顾和总结新时代浙

江考古取得的巨大进步和辉煌成
就，“新时代浙江考古十大发现”
活动今年 5 月启动，我省各考古
机构推荐的十年以来的 70 个候选
项目参评。其中，宁波报送了 22
个项目。

““新时代浙江考古十大发现新时代浙江考古十大发现””揭晓揭晓
宁波占三席

本报讯 （通讯员李晓 任宁
记者王佳） 昨天，来自全市各地的
20 支由退役军人“唱主角”的志
愿服务团队，齐聚宁波市首届“邮
储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决赛现场。经过激烈角逐，6 个项
目分别摘得金、银、铜奖。

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挖掘、培育、宣
传、推广优秀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项
目，推进“甬尚老兵”志愿服务岗
位化、专业化、社会化、品牌化发
展，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志愿者和志
愿服务组织在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中贡献力量，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和市文明办联合举办了这次退役军
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

本 次 大 赛 吸 引 了 来 自 各 区
（县、市）、开发园区和部分在甬高
校的 44 个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项目
参与，参赛项目类型覆盖文明实
践、服务民生、平安建设、乡村振
兴、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从不同
侧面、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展示了

退役军人志愿者和志愿组织的风采
与担当。

记者从大赛主办方了解到，本
次大赛坚持“查漏补缺”原则，缺
什么考什么，什么弱赛什么，通过
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比拼，
引导参赛团队着眼服务方式的创
新，聚焦服务水平的提升，围绕服
务效能的深化，强内功、强素质、
强本领，推进“甬尚老兵”志愿服
务品牌“扩容塑形”向纵深进击。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整合
优化资源，为全市退役军人志愿服
务团队和志愿服务团体寻资源、搭
舞台、拓路径，齐心协力打造各有
所长、各有特色、各有亮点的志愿
服务品牌。

经过激烈角逐，由海曙区志愿
者协会带来的“我为烈士来寻亲·
客葬英烈回家”志愿服务项目获得
金奖，“助茧成蝶”江北区帮扶现
役随军家属志愿服务项目和“您
好，老兵”尊崇残疾退役军人志愿

服务项目获得银奖，“医路通”高
龄老兵数字化就医无障碍志愿服务
项目、“红星照未来”耄耋老兵赋
能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志愿服务项
目和“情暖老兵帮一把”志愿服务
项目获得铜奖，其余参赛项目获得
优秀奖。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大赛决赛举行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大赛决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吴骏 俞旦） 残疾人专用车解决了
许多残障人士的出行问题，然而
残障人士驾驶员的换证体检却因
其特殊性，存在体检点少、体检
换证分离、流程烦琐等问题。记
者日前从余姚检察院获悉，余姚
12 名残障人士驾驶员在车管所内

“一站式”完成了体检、换证，便
捷高效的换证体验，让残障人士纷
纷点赞。

今年 4 月初，余姚检察院第七
检察部检察官在履职过程中发现，
根据相关规定，残障人士驾驶员
的换证体检需要由符合特定资质
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承担专门体
检业务。然而，余姚某医疗机构
作为唯一指定机构，虽承担了右
下肢、双下肢和上肢残疾的残障
人士驾驶员体检业务，但由于体
检人数较少、需体检的时间较为
零散等原因，尚未配置相关工作
人员和设备开展该项业务，导致
许多残障人士驾驶员未能实现本地
就近体检。不仅给残障人士申领、
更换驾驶证等带来不便，更损害了
他们的合法权益。

了解到该情况后，该院立即对
余姚辖区内残障人士驾驶员无法有
效进行体检的情况展开调查取证。

据了解，余姚目前面临换证的
残障人士驾驶员有 20 余名，且每
年有一批报考人员。如无法及时就
近体检，意味着他们只能去宁波定
点医疗机构体检，路途远，加上疫
情防控需要，一次不起眼的换证体
检对这个特殊群体来说却困难重
重。

为有效保障残障人士驾驶员换
证体检权益，余姚检察院近日依法
向该医疗机构主管部门发出检察建
议，督促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及
时开展残障人士驾驶员体检业务，
切实保障残障人士合法权益，同时
要确保落实长效机制，方便残障人
士驾驶员能就近进行申领、更换驾
驶证体检业务。同时，余姚检察院
与该医疗机构主管部门积极进行磋
商，一方面确保该医疗机构应依法
依规开展残障人士体检业务，另一
方面为使残障人士申领、更换驾驶
证更加便捷，日后尽量安排医疗工
作人员在余姚市车管所定点对残障
人士进行体检。

从点少、流程烦琐到“一站式”

余姚残疾人驾驶员换证更便捷

【上接第 1版】 记者了解到，
《实施方案》 围绕构建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经济体系、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发展可再生能源、降低二氧化
碳排放水平和提升生态碳汇等五个
方面，瞄准四大重点，通过 11 个
方面 34 项重点任务，科学有序推
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为了加快能源结构低碳化，宁
波将强化能耗双控管理；大力发展
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合理规
划生物质能、氢能产业布局；严控
新上用煤项目，适当扩大天然气利
用规模；打造新型智慧电网系统；
不断提升石化、钢铁、火电等行业
能效水平等。

产业结构低碳化转型至关重
要。宁波将逐步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实现经济增长与碳
排放的脱钩。具体包括做大、做强
绿色石化、新材料等优势制造业和
新兴产业；将碳排放强度纳入“亩
均论英雄”“标准地”指标体系，

开展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新建项
目碳排放评价试点等。

城市建设绿色低碳化，市民尤
为关注。宁波将逐步更新形成绿色
低碳城市空间和交通体系。包括开
展建筑领域碳排放全生命周期在线
监测和评估，提高新建建筑绿色低
碳 标 准 ； 推 广 “ 公 转 铁 ”“ 公 转
水”等高效运输组织方式；扩大新
能源车辆应用比例等。

在提升海洋农林碳汇能力方
面，我市将逐步利用我市沿海特色
资源开发形成巨大碳库。包括严守
陆域生态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探
索海洋碳汇核算；实施省百万亩国
土绿化等。

全域绿色低碳化，人人都是参
与者。《实施方案》 还提出，宁波
将推动建设基于全省平台的碳普惠
数字化应用场景，将碳积分、碳账
户纳入绿色出行、绿色消费、绿色
居住、绿色餐饮、全民义务植树等
项目。

图为决赛现场。（陈结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