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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上新闻
XIANDAIJINBAO

本报讯（记者 樊莹 通讯员 董瑞）6月 6日，民盟
宁波市委会在五一广场小剧场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确立70周年‘讲好民盟故事’”专场汇演，盟员们以身
边人身边事为原型，讲述一个个感人鼓舞的故事，打动
了台下所有观看的人。

现场，参加演出的盟员们精心准备了10个节目，以
讲故事的形式，赞颂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多党合作制

度确立70周年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短短6年多时间内，他率领团队攻克了一个个

困扰我国前沿科技的工艺难题，申请发明专利120多
项。”“在荣誉与鲜花的背后，是他们团队坚苦的付出，
不懈的努力，快乐的奋斗。”其中，镇海总支带来的微型
舞台剧《抉择》，就是以身边的盟员同时也是爱国科技
人才张文武为原型创作。

象山县基层委员声情并茂地讲述全国十佳兽医、
全国道德模范获得者陈淑芳的美丽故事，也引来台下
阵阵掌声。

民盟宁波市委会表示，活动目的是弘扬民盟优良
传统，进一步增强对新时代爱国奋斗精神、对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
激励广大盟员进一步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火热实践中。

当天，演员们感情真挚、饱含深情的表演，也引来
现场观众的认可。“这次通过剧场演出形式，让人直观
了解和学习先进人物的事迹，形式非常新颖。”观看演
出的盟员们纷纷表示，在民盟大家庭中，这么一群默默
奉献的人，几十年如一日奋斗在基层一线，用平凡的事
迹感动社会，值得被更多人熟知。希望今后还有这样的
活动机会。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陈丹 向琰 楼利
明）昨天，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获悉，《市区6月
份经营性用地出让执行计划》已出炉。

根据公布计划显示，6月份市区计划出让经营性用
地32宗，土地面积1956.6亩。32宗地中，住宅用地25
宗（含商住混合用地），出让面积占89.27%。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最新公布的“市区6月份经营
性用地出让计划”里，特别值得关注的住宅用地、商住
混合用地，有3宗。

第一宗，位于宁波楼市的“宇宙中心”东部新城，即
东部新城核心区以东片区B1-2#/3#地块。具体位置在
中山东路与盛莫路交叉口，北依后塘河。其西北面，是
东部新城生态走廊上最宽阔的一处水面；南面，是志在
孵化“单打冠军”和独角兽的科创高地——甬江人才创
新中心。而沿中山东路往西，过福庆路后，就是五一广
场、银泰城。

这宗土地为商住混合用地，面积约3.6万平方米，
容积率2.4，可建项目规模接近9万平方米。按照此前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布的2019年市区建设用地供
应计划，今年全年东部新城计划供地量不过7.96万平

方米。
第二宗，位于老江东，波特曼隔壁。这块地就是

老潜龙地块，在中山路与舟孟北路交叉口、地铁1号
线舟孟北路站旁边，西南角挨着波特曼，东南不远是
鄞州人民医院，地段再中心不过了。地块不大，2 万
平方米不到，也是商住混合用地，可建项目规模约
5.7万平方米。

第三宗，位于老江东与高新区交界处，东海花园北
面。具体在通途路与福明路交叉口，隔通途路与东海花
园相望，其东边，一溜的高端楼盘——从早一点的绿城
绿园，到新近的万科公园里融创逸树、德信东宸……

这块地是纯宅地，面积也大，将近80亩，可建楼盘
体量超过10万平方米。

除了以上3宗好地，6月份土地出让计划中，也还
有不少宁波楼市热门板块内的宅地。比如小港，列入出
让计划的出现了和碧桂园刚拿的小港地价新高地块的
贴隔壁的1宗宅地；在鄞州新城区，这次出现了位于江
山万里五期旁边的1宗纯宅地。

此外，被认为是去年下半年宁波楼市转冷标志的
春晓2宗流拍的宅地，这次重新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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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区6月份经营性用地出让执行计划出炉

本月市区计划出让25宗宅地

凉爽得不像初夏

明天最高气温
仅有24℃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雨水欲“称
霸”整个端午小长假。受降雨影响，明天
市区最高气温只有24℃左右。

33.5℃！昨天市区最高气温刷新入
夏以来最高气温纪录。全市范围内，慈
溪、余姚、奉化、宁海等地的最高气温均
在昨天突破34℃。昨天也成为最近这段
时间来，我市气温回升最明显，影响范围
最广的一天。

由于目前副热带高压加强北抬，西
南暖湿气流活跃，在这个端午小长假，
我们将迎来一波降雨。从市气象台目前
的预报看，假期期间，阵雨将时不时来
滋扰。

尤其是今明两天，恰逢高考，任性出
没的雨水可能会给考生的出行带来一些
不便。

不过，对比省内其他城市，我们这
里的雨下得还算“客气”，以阵雨为主，
而且雨量不会太大。像温州、金华、衢
州、丽水等地，普降中雨，部分地区甚至
有大到暴雨。

在民间，尤其是岭南地区，习惯把端
午节期间下的雨水称为“龙降水”“龙舟
水”，被寄予了吉祥之意。

在雨水的“打压”下，端午期间我市
气温应声而落。从市气象台目前的预报
看，最高气温将回落至30℃及以下，特
别是明天，预报的最高气温只有24℃左
右。

从预报看，今天市区的最低气温也
有23℃左右，因此明天气温的跌幅毫不
夸张地说，如同换季一般，大家还是要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添衣。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昨天中午，姜山地价又创新
高。位于姜山狮山公园南面、雅戈尔雅旭花苑小区西面
的2宗宅地，昨天上午10点开拍。

这两宗地分别是鄞州区JS-17-a1（姜山镇核心 9
号居住A地块）和鄞州区JS-17-a5（姜山镇核心9号居
住B地块）。

其中，鄞州区JS-17-a1（姜山镇核心9号居住A地
块）有15家房企参与竞拍。最后，景瑞以楼面价14500元/

平方米，总价约14亿元，溢价率59%，拿下A地块。
鄞州区JS-17-a5（姜山镇核心 9 号居住 B 地块）

也有 15 家房企参与竞拍，经过 131 轮，奥克斯以
15300 元/平方米，溢价率 48%，总价 4.48 亿元拿下
该地块。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块地，刚起拍就已双双刷新
2017年 6月底由景瑞创下的11600元/平方米的姜山
地价纪录。

楼面价15300元/㎡ 姜山地价又创新高！

●相关新闻

以身边人身边事为原型讲述感动
民盟市委会举行“讲好民盟故事”汇演

市区天气
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局部雷雨；23℃-30℃
明天：阴有阵雨；21℃-24℃
今天市区空气质量：优至良 一级至二级；

首要污染物：臭氧

彩票开奖公告

●福彩
双色球 第2019065期：
06 09 11 15 20 26 10
3D 第2019150期：2 5 8
15选5 第2019150期：
01 05 07 13 15
●体彩
20选5 第19150期 03 06 14 16 19
排列5 第19150期 9 6 6 3 7

/广告

盟员们在表演舞台剧盟员们在表演舞台剧。。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