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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2019
新生儿爆款名字

男
孩
名

女
孩
名

宇轩 66人1
宇辰 52人2

浩然 49人3

睿 49人4

子墨 47人5

子睿 44人6

梓睿 43人7

一诺 42人8

梓宸 42人9

星辰 41 人10

铭轩 39人11

浩宇 39人12

一诺 99人1
诗涵 71 人2

欣妍 58人3

玥 57人4

梓涵 55人5

依诺 55人6

欣怡 54人7

悦 48人8

语汐 47人9

梓萱 47人10

钰涵 47人11

语桐 47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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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
量价均居各区第一

2019 年，鄞州区存量住宅共计成交
27786套，占市六区成交总量的36.25%，成交
量居六区之首。

成交均价方面，从1月的24299元/㎡，上
涨到12月的25878元/㎡，累计上涨1579元/
㎡、涨幅6.50%。单就二手住房绝对均价看，
鄞州区同样居六区之首。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鄞州区二手住房成
交量排第一的小区，不是金色水岸、东湖花
园、中海国社这些大盘，而是不怎么起眼的明
楼社区。

海曙：
全年二手房价涨幅18.2%

2019 年，海曙区存量住宅共计成交
17039套，占市六区成交总量的22.23%。二
手住房成交均价从年初的19913元/㎡，上涨
到12月的 23538元/㎡，累计上涨3625元/
㎡、涨幅18.2%——有点高，但还不是最高
的。

同样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海曙区二手住
房成交最多的小区，不是青林湾、五江湾这类
大且有学区概念的小区，而是尹江岸。

江北：
成交量有点低

2019年江北区存量住宅共计成交7999
套，占市六区成交总量的10.44%——在除奉化
外的五区里，江北二手住房成交量是最低的。
二手住房成交均价从1月的21642元/㎡，上涨
到12月的22360元/㎡，累计上涨718元/㎡、
上涨幅度为3.32%——涨幅同样居五区末位。

值得关注的是，江北二手住房成交多的
小区，不是老城区的老旧小区，也不是湾头、
新三江口那一带，而是机场路以西的姚江新
区、奥体、慈城等板块。

镇海：
全年二手房价涨幅近56%

2019年镇海区存量住宅共计成交9848
套，占市六区成交总量的12.85%。

镇海的二手房价全年涨得很凶猛——成
交均价从年初的 13578 元/㎡涨到 12月的
21137元/㎡，累计上涨7559元/㎡，上涨幅度
高达55.67%！

镇海成交二手住房最多的小区，既不在
镇海新城的庄市、骆驼，也不在老城区，而是
在新城老城交界处的风景九园。

北仑：
相对波澜不惊

2019年北仑区存量住宅共计成交8589
套，占市六区成交总量的11.21%。二手住房
成交均价从1月的15298元/㎡，上涨到12月
的16253元/㎡，累计上涨955元/㎡，上涨幅
度为6.24%。

尽管整体上量价表现均不甚抢眼，但北
仑成交二手住房最多的世界湾花园，是前一
轮宁波楼市熊市中最先大幅降价的。2012
年春天，世界湾花园大降价时的均价是每平
方米7000多元，对比一下现在的成交均价，
是不是恍若隔世?

奉化：
二手房成交均价下跌

2019年奉化区存量住宅共计成交5382
套，占市六区成交总量的7.02%。

2019年奉化新盘几乎逢开必“光”、一房
难求，而二手住房的成交均价却是跌的——从
年初的16120元/㎡起，每月成交均价均有不同
程度的上下波动，至12月为14059元/㎡，下滑
2061元/㎡，下跌幅度为12.79%。这可能与奉
化各街道、乡镇的二手房价格差距比较大有关
系。

奉化二手住房成交量排前十的小区，多
数集中在奉化主城区。

特别说明

相比一手房，二手房量大，房与房之间的
差异也大，地段、房龄、面积、内部装修、是否
带车位车库、是否有学区概念、是否有增值税
个税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一套二手房的最终
成交价格。所以，以上南天房产的统计数据，
仅作参考。

记者 周科娜

2019年宁波新生儿爆款名字出炉

男“宇轩”，女“一诺”，家长取名最喜欢
最近几年，这些字都迷之受欢迎

去年市六区二手住房总成交创历史新高

各区二手房成交最多的小区都在哪里？
从均价来看，镇海二手房升值最快

2020年，
第 一 批“20
后”来了。对
于 新 爸 妈 而
言，给宝宝取
名 是 个 费 脑
筋的事儿，除
了 家 族 辈 分
之 外 ，有 特
点、不重名也
是 取 名 时 的
重 要 考 虑 因
素。昨天，宁
波 市 公 安 局
公布了 2019
年 宁 波 新 生
儿 最 热 名 字
排行榜，或许
可 以 成 为 参
考。

诠航科技是鄞州一家以物联网为核
心技术的高科技中小微企业，已申请高速
巡逻机器人类专利达35项，完成产品升
级改造并准备投产时，却遇到了缺少抵
押、融资困难的窘境。鄞州银行姜山支行
了解情况后，上周二以信用为担保方式，
为企业发放贷款500万元，同时给予最大
的利率优惠。

这是鄞州银行发放的首笔“科技贷”
业务，主要帮助轻资、缺乏抵押的高科技
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慢问题。近
年来，鄞州银行紧紧围绕企业需求打造适
销对路的金融产品和贴心服务，存贷款业
务同步增长。昨天，该行存款总额成功突
破1000亿元；各项贷款余额850亿元，其
中，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近 180 亿元，比
2019年年初增加35亿余元，比其余各项
贷款增速高6.39%。

作为从农村信用社逐步成长起来的
全国首家农村合作银行，鄞州银行一直坚
持改革创新精神，全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添砖加瓦。去年以来，相继推出“税银
通”、“蜂甬卡”、“商易贷”等中小微企业专

属融资产品。其中，“税银通”业务全线
上、全信用，贷款最高额度达300万元。

“蜂甬卡”突破传统，将小微企业对公结算
业务办理载体从需要跑多次的柜面转移
到方便快捷的自主终端。

近年来，鄞州银行根据企业发展需
求，积极探索服务新模式。在人行宁波市
中心支行、宁波银保监局的支持下，发行
期限较长、流动性强的中长期金融债券。
去年年底，总规模25亿元的第三期小型
微型企业专项金融债券成功发行，今年还
将加大金融债券发行力度，为中小微企业
募集社会资金。此外，鄞州银行还成功发
行双创专项金融债，支持辖区企业创业创
新；与国开行宁波分行签订转贷款合同，
向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申请
3.75亿元支小再贷款，全部投向中小微企
业领域。

为了无缝对接企业需求，鄞州银行还
率先在鄞州区行政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
口，帮助企业行政事务、银行业务“最多跑
一次”；开通代办工商登记“直通车”，工商
登记和银行开户“一步到位”。

贴心服务推动存贷“双增长”
鄞州银行存款突破1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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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9年，相比于奉化、庄市、洪塘、东钱湖
等板块的新盘动不动就“千人摇”“万人摇”“日光”，市区二
手房市场似乎有些低调。但宁波市房管中心的数据显示：
2019年市六区二手住房总成交76643套，创历史新高，比
商品住房的64568套高出1.2万余套。在2019年市区住房
总成交套数中，二手住房的占比高达62%。

市区住房成交套数的官方统计，是从2004年开始的。
2004年—2018年，统计区域中不包含奉化；2019年，首次
加进了奉化。

在数据同质可比的基础上，单看除奉化外的市五区二
手住房成交套数，记者注意到——

自2016年宁波楼市本轮牛市启动至今的4年间，市五
区二手住房总成交套数约为 26.5 万套。而从 2004 年至
2015年，市五区二手住房总成交套数约为27.1万套。最近
4年市五区的二手住房成交量，已接近此前12年的总和。

可以说，当今宁波楼市的“主力军”已经是二手住房了。
我们借本地知名房产中介南天房产刚出炉的一份年度报

告，来看看过去一年里市六区二手住房的成交情况——包括
每个区的成交套数、成交均价以及成交量靠前的小区名单。

最爆款，男“宇轩”，女“一诺”

据市公安局统计，2019年全市办理出
生登记户口49464人，其中男性25772人，
女性23692人。新生儿最热名字排名显示，
男宝宝叫“宇轩”的最多；女宝宝叫“一诺”的
最多。

最受家长欢迎的男宝宝名字前10位依
次是：宇轩（66 人）、宇辰（52 人）、浩然（49
人）、睿（49人）、子墨（47人）、子睿（44人）、
梓睿（43人）、一诺（42人）、梓宸（42人）、星
辰（41人）。

最受家长欢迎的女宝宝名字前10位依
次是：一诺（99 人）、诗涵（71 人）、欣妍（58
人）、玥（57人）、梓涵（55人）、依诺（55人）、
欣怡（54人）、悦（48人）、语汐（47人）、梓萱
（47人）。

男宝宝取名单字的前5名为睿、烁、宸、
煜、昊；女宝宝取名单字的前5名为玥、悦、
诺、妍、昕。

近几年，这些名字都很流行

记者梳理最近几年取名情况，发现男宝
宝的名字中，宇、轩、梓（子）、睿、宸（辰）、浩
（昊、皓、豪）这几个字出现的频率极高；女宝
宝的名字中，最常出现的字是欣（昕）、诺、
涵、梓、玥（悦）、雨（语）、诗、彤（桐）等。

小伙伴们看到这些名字，是不是会感
叹：这些孩子长大后可怎么办？喊一声得多
少人回头？

看看网上的一个段子，就知道老师有多
难了：

梓轩和子轩打架，撞伤了梓萱和子萱
……子睿和梓睿跑去告诉班干部浩然和昊
然，大家一起拉开了梓轩和子轩，扶起了梓
萱和子萱……语彤、雨桐、语涵、宇涵拿来药
品帮大家处理伤口……梓轩、子轩、梓萱、子
萱在大家的帮助和劝导下握手言和。

在宁波，这十个姓的人最多

截 至 去 年 底 ，全 市 户 籍 人 口
6084707人。跟2016年相比，排名前十
位的姓氏没有变化，依次分别是陈（平均
每 14 个宁波人中有一个姓陈的人）、王
（平均每 15 个宁波人中有一个）、张（平
均每19个宁波人中有一个）、徐（平均每
30个宁波人中有一个）、周（平均每31个
宁波人中有一个）、胡（平均每32个宁波
人中有一个）、李（平均每34个宁波人中
有一个）、吴（平均每48个宁波人中有一
个）、杨（平均每50个宁波人中有一个）、
黄（平均每51个宁波人中有一个）。

在排名前十的姓氏中，人口增加最
多的是姓王的人，增加了13017人；人口
增加最少的是姓胡的人，增加了2989
人；人口增加超过1万人的还有
姓李和姓张的人，分别增加了
10886人和10605人。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张海燕

宁波2019年
十大姓氏

陈 438523人1

王 412493人2

张 321204人3

徐 205843人4

周 196884人5

胡 195588人6

李 182513 人7

吴 128555人8

杨 123623人9

黄 120118人10

各区二手住房成交
前三的小区及成交均价

2019年市六区
二手住房
成交均价和
成交套数

鄞州 12月均价

25878元/㎡
全年涨幅 6.50%

全年成交套数 27786套

海曙 12月均价

23538元/㎡
全年涨幅 18.2%

全年成交套数 17039套

江北 12月均价

22360元/㎡
全年涨幅 3.32%

全年成交套数 7999套

镇海 12月均价

21137元/㎡
全年涨幅 55.67%

全年成交套数 9848套

北仑 12月均价

16253元/㎡
全年涨幅 6.24%

全年成交套数 8589套

奉化 12月均价

14059元/㎡
全年涨幅 -12.79%

全年成交套数 5382套

鄞州

1.明楼社区 成交均价24020元/㎡
2.忆江南 成交均价25140元/㎡
3.中海国社 成交均价27228元/㎡

海曙
1.尹江岸

成交均价23229元/㎡
2.五江湾

成交均价24606元/㎡
3.汪弄小区

成交均价23928元/㎡

江北
1.云水湾

成交均价21566元/㎡
2.慈湖人家

成交均价14777元/㎡
3.三水湾

成交均价24918元/㎡

镇海
1.风景九园

成交均价16292元/㎡
2.公元世家

成交均价23399元/㎡
3.合生国际城

成交均价21225元/㎡

北仑
1.世界湾花园

成交均价24873元/㎡
2.银星苑

成交均价13741元/㎡
3.中央风景大厦

成 交 均 价 10447 元/㎡

奉化
1.金钟小区

成交均价15421元/㎡
2.东郡尚都

成交均价17922元/㎡
3.梁王家

成 交 均 价 1510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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