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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火热的7月，中山
广场水池里的荷花竞相盛开，
摇曳生姿，呈现一幅荷塘“悦”
色风景画。

在绿得深浅不一的荷池
中，看红蕖绿水交相呼应，顿时
让人减了几分暑热。“紫夜”“宁
波红”“腊人之月”“卡拉阳光”

“紫侨伊”等多个品种的荷花交
错摇曳在新广场的 7 处水池
内，给原本空旷的园路增添了
夏日气息。

“该处荷花池是去年园景

改造时建成的，由废弃喷水池
改造形成，共摆放着20个优秀
品种荷花174株，50多个品种
热带睡莲172株，又有15盆再
力花和 10 盆金棒花点缀其
中。荷花池中还放养了一些观
赏鱼，在改善水质
的同时提升公园
整体环境，也为老
百姓茶余饭后提
供了散步的新去
处。”中山广场管
理所吴慧华说道。

记者 边城雨

车购税优惠新政落地“满
月”，对宁波汽车消费产生了明显
的拉动作用。6月1日至6月30
日，我市申报缴纳车辆购置税的
燃油乘用车1.9万辆，基本与去年
同期持平，环比上升34.3%。其中

享受此次车购税优惠政策的车辆
达1.51万辆，占比79.2%，减税金
额为 1.08 亿元，平均每辆减税
7150元。

根据新政规定，对购置日期
在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内且单车价格（不含增
值税）不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
以下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
辆购置税。

记者 周雁
通讯员 戚朝 刘雅文

紧邻4号线兴宁桥西站
提供住房313套！
我市核心区
首个TOD保障性
租赁住房项目开工

昨天，记者从海曙区住建局获
悉，该区首个TOD保障性租赁住房兴
宁桥西侧地块项目已正式开工建
设。这也是我市核心区首个TOD保
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该项目提供保
障性租赁住房313套，计划2024年 9
月建成投用。

该项目北至灵桥路，南至鄞奉路，
西至灵桥路28弄，东至公园绿地，紧邻
地铁4号线兴宁桥西站点。项目包含3
幢单体建筑，1幢11层高层租赁住房，1
幢12层高层综合楼，1幢二层商业楼，
总投资3.69亿元，总建筑面积3.1万平
方米，其中规划保障性租赁住房313
套，建筑面积1.13万平方米。

项目建成后，将使我
市的一批新市民和青年
人既能享有保障性租赁
住房政策利好，又能有效
提高交通出行的效率。

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楼勤

【甬上甬上视频】

福彩开奖信息
3D第2022184期：4 8 5
七乐彩第2022079期：
01 05 08 13 14 16 30 27
6+1第2022079期：4 6 4 2 6 6 蛇
15选5第2022184期：05 06 10 11 14
快乐8第2022184期：
03 07 12 27 30 31 33 36 39 42
45 48 52 58 59 63 70 72 76 78

大乐透第22079期：
07 10 19 26 32 08 12
20选5第22184期：01 03 07 14 18
排列5第22184期：9 6 6 3 7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火热的7月
到中山广场赏荷塘“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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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辆
减税7150元！

【甬上甬上发布】

悦悦

由于疫情影响，今年5月和6
月份的储蓄国债连续两月停发。
不过2022年第三、四期储蓄国债
(电子式)将于7月10日至7月19
日面向个人发行。

本次国债最大发行总额400
亿元，其中，第三期期限为3年，票
面年利率3.2%，最大发行额200
亿元；第四期期限为5年，票面年
利率 3.37%，最大发行额 200亿
元。两期国债均按年付息，每年7

月10日支付利息。两期国债发
行期内不得提前兑取，发行期结
束后可提前兑取，提前兑取业务
只能通过储蓄国债承销行营业网
点柜台办理。

两期国债为记名国债，可以
挂失，可以提前兑取和办理质押
贷款，但不得更名，不可流通转
让。两期国债提前兑取时，利
息按投资者实际持有天数计
付，并按兑取本金数额的1‰收

取手续费。由于本月销售的是储
蓄国债电子式，40家储蓄国债承
销行中有29家可同时通过其网
上银行代销。其
中，中国工商银
行、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招商银
行、江苏银行同
时通过其手机银
行代销。

记者 周雁

7月国债恢复发行 3年期年利率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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