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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财富 2020年6月29日 星期一 广告

公益信息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7月6日 星期一
海曙区 凯晟荣5318029009(8:30-

16:30)
江北区 江北区洪塘街道双马铝业

（8:00-16:00）；江北区洪塘街道中野精
密（8:00-14:30）
7月9日 星期四

海曙区 利精 5318002125、通盛
5310603840(8:00-16:00)
7月10日 星期五

海曙区 朗迪 5310200370、和顺

5318000093(8:30-16:00)
7月11日 星期六

杭州湾新区 下一灶村部分地区（7:
30-15:20）

7月12日 星期日
杭州湾新区 下一灶村部分地区、金

叶管件厂、浦发混泥土（7:30-15:20）

停电预告补充:
增加:
6月29日 星期一

海曙区 南永宁巷1号箱变、2号箱变

(8:30-17:30)
江北区 庄桥街道金同机械、木材市

场(8:00-12:00)
7月1日 星期三

海曙区 礼嘉桥3号公变(8:15-16:30)
7月2日 星期四

海曙区 创青恒达5318004979、东
杨1号公变(8:30-16:30)

江北区 甬江街道朱家社区中官新
路,甬江街道乌隘村,压赛村,倪家堰村,
环城北路（8:30-13:30）
取消：

6月29日 星期一
杭州湾新区 亚湾投资(科学中学)、

滨海开发、慈溪市水利局、管委会污水泵
站、中国移动（新区北汇聚）、富民村部分
地区（13:00-16:00）
6月30日 星期二

海曙区 海曙区龙观新农村建设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7:30-15:30)
7月2日 星期四

海曙区 段塘东路箱变(8:45-17:30)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叶
湧）昨天，记者从中石化宁波分公司
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根据发改委下
发的调价通知，6月28日24时国内
成品油零售限价迎来今年的首次上
调。此轮调整汽油每吨上调120元，
柴油每吨上调110元。

具体来看，本次调价后，92号汽
油调整为7415元/吨，5.58元/升，每
升上调 0.09 元；95 号汽油调整为
7834 元/吨，5.94 元/升，每升上调
0.1元；98号汽油调整为8394元/吨，
6.51元/升，每升上调0.12元；0号车
用柴油调整为6060元/吨，5.19元/
升，每升上调0.1元。这也是今年3
月18日成品油价格进入“地板价”之
后迎来的首次调整。

据中石化宁波石油分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自今年3月17日调价
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
原油价格一度跌落至负值。但随后
多国对疫情防控效果较好，石油需求
逐渐复苏，带动石油价格处于震荡上
涨的态势。受此影响，原油均价于本

周期突破40美元/桶的地板价红线，
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迎来上调，窗口
于昨日24时开启，也开启了本年度
成品油价格的首次上调。

本轮调价为2020年的第六次调
整，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共历经

“三跌一涨二搁浅”，涨跌互抵后，汽
油累计下调1730元/吨，柴油累计下
调1670元/吨，92号汽油下调1.36
元/升，0号柴油下调1.42元/升。本
次调价政策落地后，油箱容量为50
升的家用轿车，加满一箱95号汽油
将较之前多付5元，出行成本略有增
加。据悉，下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
口将于7月10日24时开启。

本报讯（记者 范洪 通讯员 俞
柏锋）继宁波阿里中心揭牌之后，昨
日，宁波市大数据发展协会宣告成
立，并与深圳协会、欧美工商会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据介绍，该协会由宁波市大数
据发展管理局主管，中国通信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宁波市
智慧城市规划标准发展研究院、云
智（宁波）大数据产业运营服务有限
公司等多家单位发起成立。目前有
100余家单位，涉及大数据研发企
业、应用企业、科研院所等。

相关人士表示，协会将以“务实
勤勉 创新引领”为宗旨，旨在以政
府、社会、市场应用需求为导向，围
绕政府治理协同高效、社会服务精
准便利和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积极
搭建政产学研用沟通协作平台，促
进资源整合，构建大数据发展生态
环境，将大数据进行政用、商用、民
用，实现优政、惠民、兴业，为宁波经
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协会首届会长由中国通信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总经理郑
峰担任，翁艺任秘书长。

本报讯（记者 曾梅）昨天，奉
化区位于琎琳站东侧500米处，湖
风雅园、国璟府所在的中交未来城
板块一宗宅地拍卖。

经过88轮竞价，最终被宁波蓝
亿置业有限公司（蓝光）以12050
元/平方米的楼面地价拍得。这个
价格超过了奉化宅地此前的最高成
交价——今年 2 月 28 日荣安以
10180元/平方米拿下位于生命科
学城板块内、鄞奉线方桥站附近的

“宁南贸易物流区29号地块”，比湖
风雅园去年7月的拿地价更是高出
了约4000元/平方米。

这宗名为“奉化区宁波南部新
城JK05-01-01s地块”的宅地，起
拍价8050元/平方米，创了奉化宅
地起拍价的新高。该地块出让面积
41359平方米，最高容积率2.3，可
建楼盘体量约9.5万平方米，与隔
壁的国璟府差不多大。

宁波南部新城，又名中交未来
城，占地约17平方公里，将以“一
核、一轴、两带、五区、多节点”的规
划打造，是以智慧密集型服务业为
主导、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
的产业结构示范区。

鄞奉线后通段下半年将开通。
该地块西侧临近鄞奉线琎琳站，
前往宁波城区、奉化主城区都十分
方便。

●来看周边地价和房价：
这块地旁边的湖风雅园，去年

7 月初拿地，拍了 148 轮后的成交
楼面价为 8090 元/平方米，溢价率
高达61.8%。其于去年底第一批开
盘的 484 套住宅已基本售罄，备案
均价约 15700 元/平方米；就在 5 天
前，湖风雅园领出新的预售证，将
近 480 套住宅、备案均价约 16700
元/平方米——这批次房源中以小
高层居多，备案均价较上一批高层
为主的房源高了约 1000 元/平方
米。

去年年末，大发和华鸿嘉信联
手拿了湖风雅园北侧的一宗宅地，
成交楼面价 8260 元/平方米，溢价
率27.1%。目前，这个盘正以“国璟
府”为名推广，开盘在即。

荣安在中交未来城板块拿地是
5月8日。因为是商住混合的地，且
要求商业商务部分开发商自持 10
年，拼抢不怎么激烈，最终成交价
6470 元/平 方 米（其 中 住 宅 部 分
8096元/平方米），溢价率12.5%。

6 月 26 日，在琎琳站上一站
——方桥站西侧的绿城桂语朝阳项
目之朝华郡开盘，均价约18750元/
平方米，当天售罄。

作为当前宁波楼市中热度最高
的地方之一，奉化城铁旁边的楼盘已
经基本实现了即开即光、一房难求。

奉化地价一年涨4000元/平方米
中交未来城板块宅地12050元/平方米成交

宁波市大数据发展协会昨成立

今年国内成品油价格首次上调
92号汽油每升上涨9分

高新区和美诚广场6号楼13-5，建
筑面积175.23平方米；13-6，建筑面积
118.41平方米，租赁价1.10元/平方米。
联系人：杜先生 电话：13780088520，
招租截止日期：2020年6月30日。

2020年6月24日

招租

近日，“‘江’来有你，梦起‘北’岸”2020宁波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精准对接会
在市人力资源大厦举行，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江北区税务局组织税务干部为到
场的退役军人以及参加招聘的企业宣讲税收优惠政策。 通讯员 左林俊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