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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 事
遗失

王华遗失浙江省医
疗门诊收费票据 （电
子 ） 一 张 ， 号 码 ：

0581591686，声明遗失。
马张红遗失浙江省

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
张 ， 号 码 ：

1753792240，声明遗失。
马张红遗失浙江省

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
张 ， 号 码 ：

1753822534，声明遗失。
罗富文遗失浙江省

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电
子 ） 一 张 ， 号 码 ：

0640991747，声明遗失。
方傲雪遗失浙江省

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
张 ， 号 码 ：

0220660601，声明遗失。
慈溪市周巷精习五

金配件厂遗失宁波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慈溪分局

2013年4月2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
号330282607059646，声
明作废。

经慈溪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审核批
准，受宁波慈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
本中心将对金旦花园一处房地产进行公开
网络竞价转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标的为古塘街道金旦花园 1号楼 402

室、（D-5）储藏间，证载房屋建筑面积为168.99㎡ （其中储藏间为 13.10㎡），证载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9.04㎡，权利类型为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权利性质
为出让，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住宅，使用
期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071年 10月28 日止。底价：178.38 万元，竞价保证
金：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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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本次转让采用网络竞价方式进行；网

络报名时间：2022年12月1日9:00至12月5日 16:30；网络竞价网址为：宁波市公共
资源交易网慈溪市分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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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银转账等方
式缴入本中心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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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130010400095140000000502， 收 款 单
位：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保证金
专户。

成交后过户手续办理姓名必须与竞价
时一致，不得更名（按法律规定凭婚姻登
记信息可增加夫或妻为共同购买人除外）。

四、看样时间： 2022 年 11 月 28 日
（工作时间）。

五、网络竞价时间：2022年 12月 6日9:30。
六、联系方式：市产权交易中心交易

部：63917692；现场看样：63100027，蔡
先生；本项目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
室监管：63032252。

标的详细信息及具体竞价规定可来本
中心咨询或登录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慈
溪市分网查阅。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金旦花园一处房地产网络竞价公告编号：CQ22144

经宁波慈溪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批
准，受慈溪市铁路管理处有限公司委托，
本中心将对杨梅大道北路 182号一处房地
产 5年承租权进行公开租赁网络竞价，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概况
标的位于慈溪市横河镇杨梅大道北路182 号 （慈溪市铁路管理处有限公司

内），为一幢四层办公用房和四幢临时附
属用房及周边土地。一幢四层办公用房不
包括东边楼梯以东，一至四楼 8间办公用
房，实际出租面积约为 829.49平方米；四
幢临时附属用房出租面积为 565.47 平方
米，总占地面积约为 8072.25平方米。租
赁起止日期：2022年 12月 15日—2027年12 月 14 日，五年租金底价： 303.22 万

元，竞价保证金：60万元。标的使用需
符合铁路站场整体规划，且仅限用于交通
相关行业。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本次竞价采用网络竞价方式进行；网

络报名时间：2022年 12月 1日 9：00至 12
月 5日 16：30；网络竞价网址为：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网慈溪市分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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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银转账等方
式缴入本中心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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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1300104000951400000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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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1 月 28 日
（工作时间）。

五、网络竞价时间：2022年 12月 6日9：30。
六、联系方式：市产权交易中心交易

部：63917692；现场看样：63268417，潘
先生；本项目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
室监管：63032252。

标的详细信息及具体竞价规定可来本
中心咨询或登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慈
溪市分网查阅。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杨梅大道北路一处房地产租赁网络竞价公告编号：CQ22145

经慈溪市财政局审核批准，受慈溪市
横河镇人民政府委托，本中心将对慈横河I201809#地块边坡治理产生的位于治理区
内的国有土石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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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批石料，方量约为 6073 立方
米，约 1.52万吨（以出让方提供的数量为
准），底价：75.9万元，竞价保证金：15万
元。2、一批土料剥离物（残坡积、全风化
和强风化），方量约为 11.0828 万立方米
（以出让方提供的数量为准），底价：180.54万元，竞价保证金：35万元。

二、报名时间及方式
本次竞价采用网络竞价方式进行；网

络报名时间：2022年12月15日9：00至12
月19日16：30；网络竞价网址为：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网慈溪分网点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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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1300104000951400000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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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 8日（工

作时间）。
、网络竞价时间：2022年12月20日9:30。
、联系电话：市产权交易中心交易

部 ： 63917692； 现 场 看 样 ： 桑 先 生13484262614；本项目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管
理办公室监管：63032252。

标的详细信息及具体竞价规定可来本
中心咨询或登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慈
溪市分网查阅。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国有土石料网络竞价转让公告编号：CQ22146

慈溪市支行

网点名称
邮储银行慈溪市支行营业部
邮储银行慈溪市浒山支行
邮储银行慈溪市横河支行
邮储银行慈溪市周巷支行

邮储银行宁波杭州湾新区支行
邮储银行慈溪市新浦支行

邮储银行慈溪市胜山支行
邮储银行慈溪市观海卫支行
邮储银行慈溪市掌起支行
邮储银行慈溪市龙山支行
邮储银行慈溪市匡堰支行

网点地址
慈溪市古塘街道三北大街108号
慈溪市三北西大街301-303号

慈溪市横河镇中兴西路29-37号
慈溪市周巷镇兴业北路88号

杭州湾新区金源大道金福街8号
慈溪市新浦镇新胜路203号

慈溪市胜山镇胜山大道955号
慈溪市观海卫镇三北中路381-385号

慈溪市掌起镇掌起大街106号
慈溪市龙山镇凤鸣路60号

慈溪市匡堰镇匡堰大道125-131号

信贷热线6392109963003399632672406333010063937719635976976352220063616899637450666378660063537713

兹定于 2022年 11月 22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www.cixi.gov.
cn/col/col1229041778/index.html）公示宁波宏旭暖通
有限公司新建2#厂房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为：横河镇龙泉东路
38号。

市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窗口联系电
话：63961810、63961748（上午 8:00-11:30,下午 1:
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规划公示
兹定于 2022年 11月 22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www.cixi.gov.
cn/col/col1229041778/index.html）公示宁波名晟电子
有限公司新建5#厂房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为：掌起镇工业园区
北一环路36号。

市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窗口联系电
话：63961810、63961748（上午 8:00-11:30,下午 1:
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规划公示

兹定于 2022年 11月 22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www.cixi.gov.
cn/col/col1229041778/index.html）公示宁波东鼎特种
管业有限公司扩建2#厂房、新建3#厂房项目申请办
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
为：慈溪滨海经济开发区慈东南大道333号。

市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窗口联系电
话：63961810、63961748（上午 8:00-11:30,下午 1:
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规划公示

兹定于 2022年 11月 22日起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 （网址：http://www.cixi.gov.
cn/col/col1229041778/index.html）公示如下事项：

1、宁波慈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拟申请担山北路

商业停车楼项目规划方案的相关资料，下步进入地

块使用权带方案拍卖程序，建设地点为：金桥路以

北，担山北路以西。

2、慈溪市新城河建设办公室拟申请新城河未来

社区地块 （带方案拍卖部分） 规划方案的相关资

料，下步进入地块使用权带方案拍卖程序，建设地

点为：规划新城河路以东，现状白河小区以北。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电话： 63961126、
63961748（上午8:00-11:30,下午1: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规划方案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公示

兹定于 2022年 11月 22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www.cixi.gov.
cn/col/col1229041778/index.html）公示宁波港宁科技
有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为：慈溪滨海经济开发
区。

市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窗口联系电
话：63961810、63961748（上午 8:00-11:30,下午 1:
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规划公示

新华社沈阳 11月 21日电 （记者
武江民 王乙杰 李晓婷）马路边、公
园里、桥洞下、地铁站旁……家住辽宁
沈阳的陈子鹏总能在公共场所发现一些
流浪狗，“每次遇见，我都得绕道走，
怕被咬伤。”

近年来，随着百姓饲养宠物数量持
续增长，弃养宠物数量也居高不下。这
些因各种原因被遗弃的猫、狗等小动
物，或屡屡伤人，或导致疾病传播。弃
养宠物治理成为城市必须面对的“新考
题”。

“弃宠”成为城市隐患
在沈阳市盛京宠爱流浪动物救助

站，小屋内整齐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笼
舍。这里每年都会救助流浪动物近400
只，多数为主人弃养。负责人王小刀
说，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

《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
示，我国城镇家庭宠物猫、犬的数量合
计超过 1.1亿只。多位动物保护人士告
诉记者，养宠消费日益增长，弃养宠物
的数量也居高不下。这些在城市中流浪
的小动物，给城市管理带来许多难题。

流浪狗伤人就是其中之一。在重
庆、西安、郑州等地，近年来频频出现
流浪猫、狗伤人事件。王小刀告诉记
者，在他发现的流浪狗中，不少是大型
犬甚至烈性犬。饲养这类犬不仅违反相
关法规条例，而且很容易发生弃养并伤
人。

今年5月，沈阳市民王炬在室外遛
狗时，路边突然冲出一只柴犬，咬伤了
他的左腿。路人告诉他，这只狗没有主
人，这几天刚来到这里，凶得很。无奈
之下，王炬只好“认倒霉”。

“除了伤人，被弃养的这些猫、狗
也会带来传播疾病、污染环境的风
险。”沈阳市望康动物医院院长程浩
说，因为长期居无定所，在脏乱差环境

下生活的猫、狗身上很可能会沾染许多
疾病，变成病毒的携带体。

城市管理难题增加，流浪动物收容
机构逐渐饱和、不堪重负。一位官方收
容站负责人告诉记者，收容站从去年开
始就已经满员，喂养的负担越来越重。

位于沈阳市的一家宠物医院，自今
年 6月开业以来已救助近 40只弃养宠
物，有的是被主人扔在门口，有的则是
在治疗中被主人遗弃。弃养的原因也是
五花八门：品种不喜欢、与预期反差
大、经济负担大……

“说到底，还是弃养成本太低。”王
小刀说，许多人饲养宠物责任感不强，
缺少科学养宠的知识以及养宠的长期规
划，遇到结婚、生子、出国等情况时，
往往“一弃了之”。

宠物饲养管理制度不完善
记者调查发现，宠物弃养行为频

现，除了与弃养者不负责任相关，管理
不规范也是重要原因。

——源头难管，繁育市场鱼龙混
杂。宠物繁育市场是宠物弃养的源头之
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的繁育者繁
育不加节制，卫生也难达标，只留下好
品种，把普通品种或病宠“一窝一窝地
往外扔”。还有的繁育者把病宠便宜
卖，购买者发现宠物生病后投诉无门，
许多也选择弃养。

走进辽宁一家全国知名的宠物繁育
基地，记者发现这里的养殖户大多是个
体经营，有一户院子、几个笼子就可以
繁育养殖，个别养殖户甚至是无证经
营。

城市管理部门相关人士说，宠物繁
育作为一种新兴业务，准入门槛相对较
低，相关管理条例也不清晰。很多繁育
者只在社交软件经营，增加了监管难
度。

——有法难依，遗弃行为难追责。

记者了解到，《重庆市养犬管理条例（草
案）》计划于 11月进行第三次审议，草
案提出对虐待、遗弃饲养犬只等行为做出
处罚。上海、广州、福建等地也对弃养行
为出台了相关规定。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侯国跃
告诉记者，虽然各地出台了宠物弃养的相
关规定，但具体落实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观
察。

一方面城市流浪动物规模大、管理难
度大，往往发生了被动物咬伤、抓伤等伤
民扰民事件后，才会进行追责。另一方
面，许多弃养宠物身上缺少明确的身份特
征，很难进行一对一的跟踪追责。

王小刀说，在一些国家，饲养宠物需
办理“宠物身份证”，为宠物义务植入芯
片，芯片内包含饲主、宠物、兽医的相关
信息。而在我国，相关的技术手段还未普
及。

——救助难成体系，民间收养生存
难。“送你一只狗”流浪动物领养团队主
理人苏珊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全国各
地的救助站以民间个人力量为主，相应专
项基金支持不足。很多救助站能被领养的
宠物不足10%，全社会尚未形成
良好的救助、领养体系。

多管齐下给宠物“安家”
专家认为，宠物弃养关系

城市管理的各个层面，既要从
源头治理，加大监管力度，也
要加大对饲养者的约束，让宠
物不再流浪。

侯国跃指出，目前我国仅
有部分省份针对宠物弃养行为
出台相关规定，应进一步在更
大范围推广，并设置配套制度
和配套措施。比如，对于特殊
情况确需弃养的，要规定相关
部门或引导市场为其提供合法
通道。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思宁说，要
从城市管理的细枝末节想办法，健全宠物
登记审批制度、家养动物许可证制度，也
可以在办证时增加对饲养者的测试，或鼓
励“试养”，从而降低弃养率。

沈阳市道格凯特动物医院院长张赫建
议，完善繁育市场的行业标准，在卫生检
疫、繁育规模、病宠处理上设置更完善严
格的标准、流程。

除了源头管理，弃养宠物的末端救
助、消化也很关键。从事多年领养工作的
苏珊说，对弃养宠物来说，最好的归宿就
是被领养。

上个月，北京市通州区市民项锦波刚
从领养机构领养了一只流浪猫。“救助人
将救助动物信息做成图片展示，我看到后
就去领养了，小猫非常健康，也不用付
费。”项锦波说。

苏珊说，希望政府和民间力量能形成
合力，比如设立宠物救助基金，完善社会
救助、领养体系，做好被领养宠物的跟
踪，让领养宠物的理念和渠道被更多的人
了解、接受，让更多弃养宠物得以“安
家”。

宠物弃养频现，治理还存哪些难题？
（上接A1版①） 下午

1时，志愿服务队队员和村
干部、志愿者一起，又投
入防疫物资运送。看到身
穿“橄榄绿”的退役军人
上门送物资，“阿拉只要安
心在家，吃的都不用愁。”
村 民 周 小 意 接 过 装 着 蔬
菜、肉类、糕点等物资的
袋子满心欢喜。当天，在
该村和退役军人志愿服务
队共同努力下，1000 多户

新 老 村 民 收 到 了 防 疫 物
资。“军人就要退伍不褪
色，时刻冲锋在前，当好
为民服务的急先锋。”史正
军说。

据介绍，史家村退役
军人志愿服务队是“全国
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
目前有退伍军人 80 余人。
近年来，这支队伍经常在
该村开展平安巡逻、政策
宣讲、纾困解难等活动。

（紧接A1版②）我们安排工
作人员采摘配送。让我们在
努力配合政府全民防疫的同
时，享受“复兴少年宫”

“开心农场”的丰收喜悦成
果。很快，一场爱心菜免费
上门的报名接龙在群内火热
进行。经统计并采摘后，中
午时分，物业人员开始一一

上门送菜。
该小区物业经理洪荣

亮告诉记者，除了居民自
行采摘的，当天他们共为
40多户急需蔬菜的居民送
菜上门。“大家互帮互助，
感觉特别幸福。”自发加入
户数统计行列的居民陈春
红说。

受委托，本中心将对一批废旧消防设备以 1.05
万元为底价进行公开网络竞价转让，1、网络报名时
间：2022年 12月 1日 9：00至 12月 5日 16：30；2、
网络竞价时间：2022年 12月 6日 9:30；标的详细信
息及具体竞买规定详见http://cixi.nbggzy.cn/。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废旧设备网络竞价转让公告编号：CQ22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