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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范洪）长三角高速出行将变得越
来越方便。12月4日，杭州湾跨海大桥北接线二期
工程通过验收，预计本月底可正式通车。通过这条
高速，从宁波出发经杭州湾跨海大桥往江苏方向的
路程会变得“更直”，宁波市区到苏州的全程行车时
间将缩短至2小时。目前，从宁波驾车出发前往江苏
方向，如果取道杭州湾跨海大桥，需要在嘉兴绕行。

杭州湾跨海大桥北接线二期起点是杭州湾跨海
大桥北接线一期与沪杭高速公路的步云枢纽，终点

则是汾湖与摇篮圩间的苏浙两省交界线，总长约27.6
公里。设计车速120公里/小时。全线设枢纽互通1
处，即洪溪枢纽；一般互通2处，分别位于嘉善罗星
街道和西塘下甸庙，停车区1处。

此外，这条高速公路还是连通苏通长江大桥与
杭州湾跨海大桥高速公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未来通过这条高速公路去往江苏的昆山、常
熟以及跨江到南通，也将节省近1个小时车程，更
为快捷。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92折、91折，甚至88
折、87折……这样的折扣率，落在房子身上——而
且是宁波主城区内全新的商品住宅，是不是有点不
可思议？但，真有这样的一批房子，要在一个特殊
的日子里拍卖。

昨天记者从阿里拍卖平台独家获悉，下周四即
12月12日，宁波将首次拍卖一批“双12”特价房。

这批特价房中的“重头戏”，是10套位于海曙的
中铁建“海语天下”（备案名：海语府）的商品住宅。

这个楼盘的位置在环城南路与丽园路交叉口、
海曙恒一广场斜对面，距地铁2号线客运中心站约
500米、丽园南路站约800米，算地铁盘了。宁波市
房产交易信息服务网显示，其住宅备案均价超过
36000元/平方米。

“海语天下”要在“双12”通过阿里拍卖平台拍
卖的10套房源，都是大套型、高总价房源，面积最小
的150多平方米、最大的则超过190平方米，备案总
价最便宜的也要530多万元、最贵的更是接近760

万元。
不过，此次拍卖，起拍价较备案价低很多——

低得最少的一套，总价低了约36.5万元；而最“狠”
的2套，总价更是低了75万元还多……折扣从93
折至87折不等。

除了“海语天下”，这次中铁建似乎下了血本，
还拿出了10套位于象山大目湾新城的“山语城”住
宅房源，基本上都是120平方米左右的四房，备案
总价都在百来万元。

也因为总价低，“山语城”这批房源的起拍价较
在售总价便宜得不多，基本上每套就低了6.5万元
左右。

另外，还有3套位于湾头的“青秀澜湾”的商铺，
起拍价较售价均每套低12万元，但总价还是蛮厉害
的，低的一套580余万元起拍、另外2套都是750万
元左右起拍。

在此次拍卖的“双12”特价房中，宁波的房源还
有3套由杭州一家互联网服务公司受委托挂拍的象

山白沙湾玫瑰园独栋别墅，面积都在300平方米以
上，起拍总价分别是500万元、520万元、545万元，
折合单价均不到16000元/平方米。

据安居客平台数据，白沙湾玫瑰园有套挂售的
二手别墅，要价接近29000元/平方米。这么一比，
似乎这次拍卖的房源起拍价也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不过从总价看，依然是土豪们的菜。

总价非常低的“双12”特价房也有，不过是在余
姚马渚镇，一个叫弘润·中鑫广场的楼盘的“40年产
权”单身公寓，也是3套。其中2套36.8平方米的，
起拍总价18万元多点；另外一套42平方米的，起拍
总价20万元不到。

阿里拍卖平台资料显示，这个楼盘的销售均
价是毛坯 8800 元/平方米、精装 10500 元/平方
米。以此为参照，起拍价几乎较售价打了5折。

虽然说在信息已经很透明的当下，通过拍卖
“捡漏”的机会已经很少有了，但对这批“双12”特价
房真有兴趣的市民，不妨去看看。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何艳）昨日，多彩贵州航空在宁波
举办“贵阳-茅台-宁波”航线市场
推介会。乘坐该趟航班去茅台，旅
客可品尝茅台酒，也可感受别样的
多彩贵州。

记者了解到，贵阳-茅台-宁波
航线，航班班期每天1班，其中茅台-
宁波为多彩贵州航空独飞航段。具体
时刻为：GY7164航班，13：50从宁波
起飞，16：30抵达茅台，17：10从茅台
起飞，18：00抵达贵阳；GY7163航
班，8：50从贵阳起飞，09：35抵达茅
台，10：30从茅台起飞，12：50抵达宁
波。

相关负责人介绍，多彩贵州航
空是贵州省唯一一家本土航空公
司，目前已成功开通30条航线，通
航31座城市。此外，多彩贵州航
空还开通了茅台直飞兴义航班，旅
客能利用多彩航空公司在贵州支
线的直飞优势，轻松到达贵州省内
多个机场。

宁波将首次拍卖一批“双12”特价房
商品住宅、别墅、单身公寓、商铺全都有

杭州湾跨海大桥北接线二期杭州湾跨海大桥北接线二期
即将通车即将通车

宁波到苏州车程可缩短至宁波到苏州车程可缩短至22小时小时

“贵阳-茅台-宁波”
航线市场推介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