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用户：
您好！为了更好的提升客户服务质量，自 2019

年1月7号起，原园丁新村客户服务中心（三北西大
街 562号）搬迁至鸣北客户服务中心（三北西大街
888号，西二环与三北西大街交叉口东北角）。由此
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关于华润燃气营业厅搬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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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慈溪市公共项目建筑中心委托，
本中心将对一台旧厢式变电站进行公开网
络竞价转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标的为一台厢式变电站，包含 1台

315KVA变压器、2个高压柜、2个低压
柜、1个电容柜及一批电缆、10根电线
杆。底价：11.23万元，竞价保证金：2
万元。

二、报名时间、方式
本次竞价采用网络竞价方式进行；

网络报名时间：2019年 1月 22日 900
至 1月 24日 1630。网络竞价网址为：

慈溪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cixi.
gov.cn/col/col135400/点击“电子化产权
交易平台”。

三、竞价登记
有意参加的竞价人请于报名时限内

先将竞价保证金通过银行卡、网银、存
折转 账缴入本中心账户，随后进入网
络按系统提示进行竞价登记。本中心开
户银行：农行慈溪浒山支行，账号：
395130010400095140000000034， 收 款
单位：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保
证金专户。

四、看样时间及地点：2019年 1月

16日（工作时间），慈溪中学东侧工地
园区。

五、网络竞价时间：2019年 1月 25
日1430。

六、联系电话：市产权交易中心交
易部：63917692；现场看样：许先生
13566073906；本项目由市公共资源交
易管理办公室监管：63013517。

标的详细信息及具体竞价规定可来
本中心咨询或登陆 http://www.cixi.gov.cn/
col/col135400/查阅。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
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一台旧厢式变电站网络竞价转让公告编号：CQ19005

预计停电时间

01月21日8时00分至
11时00分

01月21日8时40分至
11时40分

01月21日14时00分
至17时00分

电力APP，您身边的用电顾问，下载电力APP，注册、登录、绑定户号，可交费充
值、业扩查询、网点查询、停电信息、服务资讯等，户号可以通过电费通知单或抄表人
员获取，若您尚未设置过密码或遗忘密码，请拨打95598热线或51107507咨询。

线路配变等名称

桃园B116线：城北石化专变

白新 B885线：梅林口路灯专变、高河塘村 2
号、19号公变等

桃园B116线：开来工贸专变

停电区域

古塘街道教场山加油站、北二环

白沙路街道高河塘村、梅林路东、三
北东大街南

古塘街道开来工贸、北二环

城区范围2019年1月21日-1月27日
计划停电信息预告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

微信公众平台二维码

全市更多停电信息请登录宁波电业局网站（www.nb.zpepc.com.cn）“停电预告”栏

慈溪市人民政府三电办公室
二○一九年一月十日

城区三个街道范围内电力抢修服务电话原51107519变更为51095911。

兹定于2019年1月11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宁波
杭州湾新区（网址：http:∥www.hzwxq.com）公示宁波杭州
湾新区杭海置业有限公司绿地杭州湾二期 （康乐宜居
2#D）地块方案。拟公示的建设项目地址为：滨海大道东，
学海路北。新区规划分局联系电话：63991961、63991956。

宁波市规划局杭州湾新区分局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规划公示 慈溪市公安局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辅警 30名，
从事交通秩序管理及相关工作，按规定办理养老、
医疗等五类社会保险，缴纳住房公积金，与慈溪市
保安服务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

一、基本条件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2.遵纪守法、作风正派，无违法犯罪前科；3.高中及相当以上学历，退伍军人不限学历；4.年龄在40周岁以下；5.男性，身高在 168厘米以上，双眼裸视力 4.8
以上，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无生理缺陷；6.慈溪户籍。

二、报名时间、地点1.报名时间：2019年1月15日至16日，上午830-1030，下午200-4002.报名地点:慈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406办公
室（白沙路街道南二环东路1408号）。

三、考试、考察项目1. 考 试 ： 考 试 项 目 分 笔 试 （50%）、 面 试
（50%）两项，按总成绩由高到低进入体检。2.体检：参照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
标准执行。3.政审：参照浙江省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考察
和政审工作实施细则。

四、注意事项1.报名时须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学历证书
原件及复印件，一寸免冠近照4张；2.退伍军人须携带退伍证原件及复印件；3.各类技能证书、获奖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4.驾驶证原件及复印件；5.系中共党员的需携带相关党组织证明材料。

联系人：吴警官
联系电话：0574-63331480 63331481

慈溪市公安局
二○一九年一月八日

慈溪市公安局招聘启事

标的4、8、12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国
有划拨，竞价转让的底价按现状划拨用
地确定。其余标的土地使用权类型均为
国有出让。标的成交后，竞得人自行办
理房屋过户及国有划拨住宅用地转变为
国有出让住宅用地的变更手续，并承担
应补交的土地出让金。

9 号标的已出租，按双方签订的
《房产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 2018年 1
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10号标
的已出租，按双方签订的《房产租赁合
同》租赁期限自 2016年 2月 1日至 2022
年1月31日止；14号标的已出租，按双
方签订的《房产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自
2016 年 5 月 13 日至 2021 年 5 月 12 日
止。以上三处房产成交后，原出租人的
权利、义务及责任由受让人承接，并与
实际使用人订立租赁合同，租金与期限
等内容均不变，租金自成交后的下一个
月起计算。拍卖时，原承租人在价格相
同的条件下有优先受让权，若未办理竞
买登记的，视为自动放弃优先购买权。

标的成交后竞得人应在60个工作日
内自行办理过户手续，出让方予以配
合。过户税费由出让方和竞得人按规定

各自承担。房地产过户面积以过户时房
地产管理部门确权的面积为准；竞得人
应服从房地产所在地政府城建规划要
求。

二、报名时间及地点
2019年 1月 22日至 1月 24日 900-

1100、1400-1600；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一楼受理大厅产权窗口。

三、竞价登记
有意参加的竞价人请于报名时限内

携带有效证件及竞买保证金10万元（不
计息） 到本中心受理窗口办理登记手
续。10万元竞买保证金可参加任何一套
房地产的拍卖，但竞价人在竞得第一套
房产后不得再参与第二套房产的拍卖，
如购买二套及以上的应缴纳相应数量的
竞买保证金。

竞价保证金应以现金交款单或汇票
方式缴入本中心账户。本中心开户银
行 ： 农 行 慈 溪 浒 山 支 行 ， 账 号 ：
39513001040009514，收款单位：慈溪
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保证金专户。
本中心地址：慈溪市白沙路街道南二环
东路1355号。

四、实地察看联系时间：2019年 1

月16-17日（工作时间）
五、拍卖时间及地点：2019年 1月

25日 930在慈溪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二楼第一开标室。

六、竞价人须于 2019年 1月 25日
930前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第一
开标室进行签到登记，逾期视作自动放
弃拍卖资格。

七、联系电话：
市 产 权 交 易 中 心 交 易 部 ：

63917692；
现场看样：标的 1、2 看样电话：

63912088，吴先生；标的 3、4 看样电
话： 63029071，岑先生；标的 5、 6、
7、8看样电话：67001711，陶先生；标
的 9、 10 看样电话： 63960464，华先
生；标的 11、12、13、14 看样电话：
63976789，胡女士。

本项目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
室监管：63013517。

标的详细信息及具体拍卖规定可来
本中心咨询或登陆 http://www.cixi.gov.cn/
col/col135400/查阅。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隆兴家园等14处房地产拍卖转让公告 CQ19006
受委托，本中心将对隆兴家园等14处房地产进行公开拍卖转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名称

浒山街道隆兴家园4#楼201室
浒山街道天九街3号楼301室

古塘街道孙塘新村12#楼202室
古塘街道城东新村54#305室

浒山街道名仕北园3号楼101室
浒山街道名仕北园3号楼302室
浒山街道东山路278#一、二层

浒山街道金山小区126#108号
一、二、三、四层

浒山街道中兴小区24号楼5#商铺

浒山街道虞波花园商贸楼1号楼
（南二环东路1068#商铺）、虞波

花园商贸1号楼201室
古塘街道孙塘新村8#楼202室
浒山街道水门路南楼403室
浒山街道开元街综合2号楼7号

商铺

古塘街道三北西大街景观花苑
10号楼 JC12一层二层

证载总房屋
面积（㎡）

149.18
80.48
82.41
57.29
169.03
169.03
85.65
402.88
41.61

597.49

66.83
59.89
38.08

237.51

附加建筑面积

22#杂物间面积31.37㎡
杂物间面积14.62㎡

储藏间建筑面积10.65㎡
储藏间建筑面积12.17㎡

2号楼16号架空层面积14.31㎡
2号楼19号车库面积20.53㎡

/
/
/

/

架空层建筑面积10.79㎡
/
/

/

土地使用权
面积（㎡）

32.25
17.23
27.55
13.93
35.48
36.68
26.86
119.34
8.79

195.13

11.15
18.8
8.8

22.5

设计用途

住宅

住宅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

住宅

住宅

商住

商住

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住宅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

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

底价（万
元）

118.3
63.8
70.9
48.4
102.7
109.9
64.2

196.25
41.6

312

60
35.1
66.7

223.7

主讲嘉宾：王彩萍（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
学院教授）

讲座时间：2019年1月12日（星期六）下午2:00
讲座地点：慈溪市图书馆报告厅
主办单位：中共慈溪市委宣传部 慈溪市文广局
承办单位：慈溪市图书馆
王彩萍：文学博士，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

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等。近年来在学术期刊
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一部，主
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参与完成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两项，主持、参与浙江省社科规划项目与
浙江省教育厅项目多项。

欢迎参加公益讲座！

“三北讲坛”讲座预告

人间的谪仙人：徐志摩

本报讯 打篮球的人上场打球时，都习
惯把手机放在篮球架下，认为随时可以瞄上
一眼，很安全，其实不然。日前，两个“00
后”小伙就因犯盗窃罪被慈溪市法院判刑，
其中有4起案子的作案手法都是伙同他人借
打球之名偷手机。

2018年7月1日晚，小王（化名）和几
位球友到掌起镇某学校篮球场打球。为了能
在场上酣畅淋漓地打球，几个人都把口袋里
的手机集中放在篮球架下。到了 8点左右，
忽然听球友小李（化名）大声说看到两个小
伙偷拿了放在篮球架下的手机。球友们围了
上去，果真从其中一人的口袋里翻出一个手
机，正是小王在 2 月份花 6500 元买的
IPHONE X。小王随即报了警。

经查，在篮球场被抓现行的这两个小伙
松松（化名）、明明（化名）都还是未成年
人。除这2人外，参与此案的还有在篮球场
附近观望的已满 18周岁的“00后”同伙龚
某和洪某。7月11日下午，龚某在掌起公园
一路边被抓获。两天后，洪某到派出所投案
自首。

同样的事情不只一宗。6月27日晚，龚
某、洪某、明明及另一个未成年人经预谋，
在上述篮球场偷了 2个手机，销赃共得款
1350元。6月 28日、30日晚，龚某、洪某
伙同松松、明明在该篮球场先后偷了一个
OPPO手机和苹果手机，事后分别卖了 500
元、5200元。此外，早在 3月 2日，龚某、
明明及另两个未满 16周岁的男生以借用手
机为名，得到了同学的手机，后趁机逃离。
该手机价值 6290元，但只卖了 3700元。据
了解，几个人平时会三三两两在一起玩，变
卖手机拿到的钱都被他们分了或一起吃喝玩
乐花掉了。

案发后，参与3月份案件的其中一名未
满 16周岁男生的家属赔偿了 9000元。洪某
和松松共同赔偿了其中3个失主，并获得了

谅解。在法院审理期间，洪某家属又代为向法院缴纳退赔了2519元，给仍未
得到赔偿的那个失主。至此，5个手机失主都得到了相应的赔偿。

最终，龚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洪某因
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涉案未
成年人被分案处理。此外，明知来路不正仍低价收购的一个手机店主因犯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法官提醒：
年轻人一定要脚踏实地，学会量入为出，在能力范围内进行消费，爱财却

取之无道，终将受到法律制裁。另外，爱打篮球的朋友，外出运动尽量不要携
带贵重物品，如果携带了也要妥善保管，朋友之间互相照看，避免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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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兴家 整理

微播报

在匡堰镇宋家漕村，一位江西籍大姐正在忙碌地对加工后的米片进行晾晒，晒出了传
统的舌尖上的美食，暖暖的阳光给她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拍拍小友 陈吉生

晒米片

■全媒体记者 陆超群
通讯员 路余 岑炜

@ 自 然
随意2：午后
回味小时候的
点心。

（1月 8日
12时22分）

微信网友彼特潘的姐姐：七八小鸟落寒枝，
毛羽蓬松话语低。人人言我多欢乐，虫尽粮绝腹
内饥。 （1月10日14时10分）

@阿拉慈溪宁一东方红：白沙路街道宏坚
村彭民路阿权面馆门口窨井盖破损严重，希望相
关部门及时修复。 （1月10日08时3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