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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宁波 2021年7月30日 星期五 广告

近日，宁波市发改委公布了新一
期民生商品价格监测信息。受台风
影响，蔬菜价格有所上涨。据监测，
与上期（7月13日～7月19日，下同）
相比，本期（7月20日～7月26日，下
同）列入民生商品价格监测范围的超
市49种商品价格总水平环比上涨
0.24%，菜市场98种商品价格总水平
环比上涨2.14%。

本期超市商品价格总水平有所上
涨。本期超市49种监测商品价格较上
期19涨22平8跌，价格总水平上涨

0.24%。从种类来看，蔬菜、水果价格
涨幅明显，大米、食用油、水产品、肉、蛋
类价格小幅上涨，奶制品、方便面价格
小幅波动，调味品价格保持平稳。

本期菜市场商品价格总水平有
所上涨。本期菜市场98种监测商品
价格较上期57涨34平7跌，价格总水
平上涨2.14%。从种类来看，蔬菜价
格涨幅明显，肉、蛋类价格小幅上涨，
水产品价格涨跌互现，大米、食用油、
豆制品、调味品价格保持平稳。

记者 谢斌

本期民生商品价格有所上涨

商品

猪肉

鲜牛肉

鲜羊肉

蛏子

花蛤

菠菜

小白菜

大白菜

韭菜

空心菜

芹菜

冬瓜

黄瓜

规格

精瘦肉

腱子肉

新鲜去骨

鲜活

鲜活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海曙中心
菜市场
18.40

55.50

-

27.30

9.50

8.30

4.30

2.60

6.50

4.40

6.70

2.70

4.20

华严
菜市场
19.00

55.00

45.00

20.00

6.50

6.00

4.50

2.00

4.50

5.00

6.00

2.00

4.00

白鹤
菜市场
20.00

60.00

-

25.00

6.00

10.00

5.00

2.30

5.00

4.00

10.00

2.00

6.00

孔浦
菜市场
19.00

55.00

-

20.00

8.00

9.00

6.00

2.50

6.00

5.00

6.00

2.50

4.00

海曙联丰
菜市场
20.00

60.00

-

20.00

6.00

8.00

5.00

2.50

6.00

6.00

8.00

2.50

5.00

江北白沙
菜市场
16.00

55.00

-

17.00

5.00

7.00

5.00

2.50

5.00

5.00

6.00

2.00

3.50

单
位
：
元/ 500

克

为提高广大金融消费者的风险防范
意识，切实维护老年群体的利益，兴业银
行宁波分行真抓实干建立多部门联动机
制，与镇海区迎周村老年活动中心联合举
办反诈骗“断卡”行动讲座，宣传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打击非法买卖银行卡等金融知
识，持续推进“断卡”行动不断深入。

目前，出租、出售、出借和买卖个人银
行卡的现象层出不穷，金融消费者和金融
机构亟待高度重视，从源头治理上下功
夫，及时堵住业务流程风险漏洞。因此，
兴业银行工作人员在讲座正式开始前通
过给在场老年居民派发防诈骗、银行卡安
全使用的宣传册，播放“断卡”行动普法宣
传片和公安机关查处诈骗窝点的案例视
频，让大家对“断卡”行动的重要意义有了
初步的认识。

讲座开展过程中，该行工作人员首先
结合当前的严峻形势、丰富的案例，以案
说法，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断卡”案件的特

点和作案手法，全面介绍了开展“断卡”行
动的具体内容。接着，工作人员解读了

“断卡”行动相关的法律政策，指导老年居
民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尤其是针对被
诈骗后的应急处置、报案流程、“涉卡”犯
罪法律后果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并与
在座老年居民进行积极互动。现场气氛
非常活跃，多名老年居民踊跃提问，咨询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疑似诈骗事件，工作人
员对其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

讲座结束后，在座的老年居民纷纷表
示认识到“非法买卖银行卡，害人害己祸
无穷”，将切实保护好个人信息，不出租、
出售、出借个人银行卡和电话卡，以实际
行动支持“断卡”行动。

兴业银行将继续积极履行金融机构
的社会责任，将以此为契机陆续开展多种
形式金融宣传活动，为促进金融知识普
及、创建良好和谐社会贡献更多兴业力
量。 周佳瑜 袁晶晶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推动“断卡”行动持续深入
我们宁波是鼎鼎有名的全

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城市，为
了给这块金字招牌添上浓墨重
彩的一笔，从今年3月起，由宁
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牵头，搭建
宁波崇军联盟平台。

历时5个月，在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下，宁波崇军联盟从
零开始，不断发展壮大，截至目
前已发展联盟成员单位 3000
家，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
长中。

通过加入崇军联盟，退役军
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将享受到覆
盖衣食住行文旅娱等多个领域
的，包括“优质产品”“优先待遇”

“优惠价格”在内的“三优服务”。
为提升“三优服务”体验感，

宁波崇军联盟除整合数字资源，
开发“甬尚老兵码”，还联合中国

建设银行宁波分行、中国邮储银
行宁波分行，定制“崇军卡”，实
现“一码一卡”专属身份认证。

“崇军联盟”平台的搭建，标
志着我市退役军人服务工作翻
开新的篇章，开拓了社会力量参
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的新局面，提升了退役军人服务
保障体系建设和服务保障水平，
是当好“重要窗口”模范生的又
一有力举措。

7月30日上午10点，宁波
崇军联盟正式上线。宁波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在宁波文化广场
保利大剧院举行隆重的上线仪
式和现场活动，现场还有有奖竞
猜、联盟成员单位现场设摊等互
动活动，也欢迎广大退役军人和
市民的参与。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崔浙波

用地预申请，则是在地块
出让方案已经明确之后，资规
部门发布预出让公告，公示地
块的规划条件、起始地价、出让
条件等相关信息，接受意向单
位用地预申请。

根据预出让公告信息，符合
竞买资格、有用地意向的单位或
个人，可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
网上交易系统的“用地预申请”
模块提交用地预申请，并在线下
向资规部门提交《宁波市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书》，
承诺愿意支付的土地价格，同时
承诺土地价格低于预出让公告
中起始价的无效。

递交用地预申请的开发
商，需在通过资规部门资格审
核后，在规定时间内缴纳用地
预申请保证金——商服和住宅
用地：按地块出让起始价的
10%缴纳，最高不超过5000万
元；工业和其他用地：按地块出
让起始价的50%缴纳。

缴纳了用地预申请保证金
的开发商，在地块正式公开出
让时，不用再另行缴纳竞买保

证金。
但在竞得土地后、签订出

让合同前，开发商需在已缴纳
的预申请保证金的基础上，缴
足地块起始价款的20%，签订
合同后转为土地出让金。

未竞得土地的，则已缴纳
的预申请保证金在出让结束后
2个工作日内退回，不计利息。

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递
交了意向预申请还是递交了用
地预申请，开发商如果届时没
有报名参拍，或者报名参拍后
没出价、导致地块流拍，将两年
内不能在宁波买地。其中，递
交了用地预申请的，预申请保
证金还要被吃没。

资规部门表示，试行预申请
制度是为了充分了解市场需求，
科学合理安排供地规模和进度，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障
土地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接下来，市区部分宅地在
正式挂牌出让前，有可能就会
试行预申请制度，先发布意向
预申请或用地预申请出让公
告。 记者 曾梅

宁波崇军联盟今日正式上线！
我市退役军人服务工作翻开新篇章

宁波市区土地出让拟试行新制度
公开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将试行“意向预申请”“用地预申请”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依然是当下房地产市场的主旋律。
昨日记者获悉，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日前印发《关于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试行预申请制度的通知》。在接下来的土地出让活动中，宁
波或将试行该项新制度，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制度”。

市区范围内公开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包括宅地、商服用地、工业
用地等等，均可试行该预申请制度。

那么，何为“预申请”？具体操作办法是什么样的？
据介绍，预申请分为2类：一是“意向预申请”，一是“用地预申请”。

意向预申请，是资规部门在
地块的出让方案还没有明确之前，
先把地块的规划条件等通过意向
出让公告予以公布，征求对该地块
有意向的单位或个人（以下统称

“预申请人”）的意见和建议。
预申请人可以对地块的出

让起始价格、开发建设要求等，
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同时，向
资规部门提交《宁波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书》，在
其中承诺自己愿意支付的土地
价格。

资规部门之后将根据预申
请人的意见建议和土地市场情
况，确定地块出让起始价格、完
善地块出让方案，然后适时公开
出让地块。

递交意向预申请的开发商，
不用预先缴纳竞买保证金。

意向预申请

用地预申请

八一前夕，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江北区税务局组织青年干部走
进海防某旅驻甬部队，开展“税宣进军营 军税促双拥”活动。图为青
年干部为现役官兵们讲解退役士兵创新创业税收优惠政策。

通讯员 左林俊 杨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