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南华 通讯员
王俏超 王志） 今日上午 8 点半，
宁波邮政在公园路步行街中国集邮
专卖店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全国代表大会》 纪念邮票首发活
动，该邮票一套 2枚，分别为 《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小型张 1枚
为 《筑梦》，全套邮票面值为 8.40
元。首发现场同步启用新邮纪念戳
一枚。

邮票《不忘初心》的画面由人
民英雄纪念碑、延安宝塔山、新华
门、南湖红船等元素构成，集中回
顾了党的历史、重温了党的宗旨；
邮票 《继续前进》 的画面由“复

兴号”高铁、国产 C919 大飞机、
“2017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 ” 主 会 场 、 风 力 发 电 、 太 阳
能、火箭等元素构成，展现了十
八大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科
技、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
辉煌成就。

邮票小型张《筑梦》图案则选
用天安门、华表作为主体设计元
素，融入国歌曲谱和深圳、上海等
城市风光元素，旨在体现中国共产
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
发有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
标不懈奋斗、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

“十九大”纪念邮票我市今首发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与自然人张
力浩于2017年10月10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主体享有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自然人张力浩。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 （主
债务人） 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自然人张力浩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
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自然人张力浩

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和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女士 （华融） 联系电话：0411-83703875
联系人：张力浩 联系电话：15558215277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张力浩
2017年10月18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与自然人张力浩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笔数

1

2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市佳杰饰品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佳杰饰品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宁波市科迈隆电器有限公司、陈金国、陈银花保证，

宁波市高翔科技工贸有限公司抵押

宁波市高翔科技工贸有限公司抵押，陈金国、陈银花保证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3）

第00539号
（2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3）

第00292号

截至2014年7月21日

债权本金原币余额

6700000.00

12999500.00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4年7月21日的本金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相关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债务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公告清单：

遗失快递许可证，证号：

浙邮20161589B，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中迪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文化巷分公司

遗失正本海运提单，提单

号 COSU6162191020， 箱 号

CBHU7035280， 船 名 航 次 ：

OOCL SINGAPORE/

016W，声明作废。

上海敬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遗失宁波市江北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3 月 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205726407379G，

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甬丰轴承有限

公司

遗失德迅 （中国） 货运代
理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分 公 司
BLUE ANCHOR LINE 正
本三正三副提单 1套，提单号
4359-0724-709.039，目的港
BREMERHAV， 航 名 航 次
MAYVIEW MAERSK
737W，声明作废。

宁波市东部申通快递有限
公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3302049029047），声明作废。

宁波江东佰弗特贸易有限
公司

遗失二级管轮机驾长证一
本 ， 证 号 为
330225196708091259，声明作
废。 蔡永琪

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330212608557459， 声 明 作
废。 李义仁

遗失 2017 年 8 月 17 日核
发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1330203MA2912EY7T，声明
作废。

宁波市鄞州中迪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文化巷分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20043894901，开户银
行：宁波银行中环支行，声明
作废。

宁波市鄞州中迪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文化巷分公司

遗失联丰菜市场 （蔬菜）
摊位保证金发票壹份，号码：
1367312，金额 4000 元正，声
明作废。

郑为平
遗失 《会计从业资格证

书 》 ， 证 书 编 号 ：
33020010086215，声明作废。

王妙波

遗失联丰菜市场 （牛肉）

摊位保证金发票壹份，号码：

1322866，金额 2000 元，声明

作废。

余院龙
遗失联丰菜市场 （牛肉）

摊位保证金发票壹份，号码：

1322867，金额 2000 元，声明

作废。

罗木玲
遗失联丰菜市场 （蔬菜）

摊位保证金发票壹份，金额

2000 元，号码：1322860，声

明作废。

郑友兰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捕捞

辅助船许可证一本，许可证

号 ：（浙 甬） 船 捕 （2015）

FZ-100003，声明作废。

奉化吴辉渔业有限公司
遗失船公司全套正本提单

一 份 ， 提 单 号 ： CO-

SU6157487500， 箱 号 ： DF-

SU7041582 船名航次：COS-

CO ENGLAND 020W，声

明作废。

晨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导游证 IC 卡一张，

IC 卡号为：D3302803881，声
明作废。 王志豪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永寿发行站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永寿街22——88号号 8787279392279392

白杨发行站白杨发行站 白杨街白杨街2828--11号号 8714684487146844

青林湾发行站青林湾发行站 青林湾街青林湾街11号号 8703791087037910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248号号 8737323587373235

春晓发行站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育兴街2727号号 8792946587929465

慈城发行站慈城发行站 竺巷东路竺巷东路3333号号 8759147587591475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14140000——17170000

丽园发行站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薛家南路8888弄弄2020号号 8818589388185893
宋诏桥发行站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宋诏桥路55号号 8784228987842289
高新发行站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海棠路9494号号 8791222987912229
江北发行站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生宝路7070号号 8767600587676005
鄞东发行站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四明中路9393号号 8811706188117061
鄞西发行站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鄞县大道西段834834号号 8825479888254798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遗失启事

为保障轨道四号线长兴路跨线桥施工的顺利实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
关规定，施工期间，决定对慈孝南路交通组织进行调整，
具体措施如下：

自2017年10月25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00:00-
24:00：禁止机动车在慈孝南路（长兴路-北环西路）上由南向

北通行。受限机动车可绕道金山路-长兴路一线通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配合现场交

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标识指示通行。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指挥部
2017年10月18日

关于轨道四号线长兴路跨线桥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17年第7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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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女神和行者的家园

微信公众号：定宁街A座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房炜） 昨天晚上，我市原创的大型
民族舞剧 《花木兰》 在“天然舞
台”上演，这是该剧在我市首次公
开演出。在 2 个多小时的演出中，
演员们用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
900多名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民族舞剧《花木兰》由宁波市
演艺集团与中央歌剧院、武汉市黄
陂区人民政府共同制作出品，全剧

以“孝”“忠”“勇”“节”“爱”为
主线，讲述一位美丽少女成长为巾
帼英雄的旅程。该剧于 5月初在宁
波试演，5月17日在北京国家大剧
院首演。6月5日、6日又在花木兰
的故乡武汉琴台大剧院连演两场，
场场爆满。《花木兰》 本次在“天
然舞台”闪亮登场是亚洲艺术节的
压轴演出。

“演员舞蹈表现非常有张力，

喜欢舞蹈艺术的，应该来看看。”
舞蹈爱好者王老师看完后不住地点
头称赞。“以前，花木兰总给人一
种很刚强的感觉，脑海里会出现很
硬朗的画风，但是舞剧中却充分展
现了木兰作为女性柔美的一面，这
样的形象更丰满，更贴近生活。”
一名年轻的女观众对记者说。

另据了解，昨晚还有来自世界
互联网大会组委会的有关专家在现
场观摩考察，《花木兰》 有望作为
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开幕演出
剧。同时，来自匈牙利、法国等国
的演出商特地来宁波考察该剧出国
演出事宜。

据了解，今晚，《花木兰》 还
将在“天然舞台”再演一场。

民族舞剧《花木兰》在我市首次公演

图为邮票《不忘初心》样张。 （邮政公司提供）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陈
也喆） 近日，宁波市甬剧研究传习
中心与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舞台精品
创作剧目、戏曲文化项目、戏曲人
才培养、戏曲文化传播等领域开展

全方位的合作，共同弘扬优秀的传
统戏曲文化。

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位于具有
“梨园之乡”“国家戏曲文化中心”
美誉的丰台区，是中国评剧院打造
的一个文化品牌，近年来，吸引了

愈来愈多的地方剧种进京演出，赢
得了全国观众和戏剧专家的关注与
瞩目。

“梅花奖”得主、甬剧研究传习
中心主任王锦文认为，与全国地方
戏演出中心合作，使得甬剧这项非

遗从此有了国家级的展示与传承平
台。甬剧进京展演，有了一个固定的
家。“进京演出突破了甬剧的地域限
制，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并欣赏甬剧，
拓展了甬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全
国的观众将会欣赏到原汁原味的甬
剧。此外，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汇集
了全国各地戏曲优势资源，进京演
出的演员是戏曲界的领军人物、优
秀中青年演员，必将相互交流切磋，
共同研讨戏曲的传承发展。”

甬剧携手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
郑亮 北仑记者站陈盛竹） 昨
天，从北仑文体局传出消息，
2018 年国际排联新联赛的女排
和男排第一周比赛将在宁波北仑
举行。

根据中国排球协会官方网站
日前公布的 2018 年国际排联新
联赛招商中标结果，宁波市北仑
区体艺中心取得 2018 年国际排
联新联赛(中国站)女子第一周比
赛和男子第一周比赛的承办权，
这意味着，国际排联新联赛元年
的第一场比赛将在北仑打响。此
次中国承办 2018 年国际排联新

联赛的男、女各两站比赛，北仑区
将承办其中 2 站，分别是 2018 年 5
月 15 日至 17 日第一周的女子和
2018 年 5 月 25 日至 27 日第一周的
男子比赛。根据目前公布的竞赛日
程，中国女排明年 5 月 15 日至 17
日将分别对阵比利时队、韩国队和
多米尼加队。随后，中国男排将在
5 月 25 日至 27 日先后对阵阿根廷
队、美国队和保加利亚队。

据了解，北仑从 2005 年作为
中国女排主场以来，已累计承办国
际女排赛事 16 场，吸引观众 60 多
万人次；承接女排集训 28 次，总
计500余天。

2018国际排联新联赛
将在北仑开球

本报记者 姬联锋

鄞州国际男子网球挑战赛昨
天下午爆出了一个冷门，吴易昺
在首轮比赛中以 02 不敌奥地
利选手居瑞·罗季奥诺夫，被淘
汰出局。虽然吴易昺的提前离场
让很多宁波网球迷感到失望，但
此前，吴易昺先是夺得了美国网
球公开赛青少年单打和双打冠
军，之后又在 ATP 上海挑战赛
决赛中击败头号种子选手卢彦
勋，他在众多网球迷眼中，依然
是最受关注的网球新星。

这场比赛是吴易昺刚刚过完
18 岁生日之后的第一场重要赛
事，赛前他曾表示，再次回到宁
波参加比赛感觉挺亲切的，因为
大家都对他很热情。“这是一个
很好展现自己的机会，也算是自
己近期很期待的比赛。”然而昨
天下午，吴易昺状态不够稳定，
在几个关键球上没把握好，最终
以02被淘汰。

目前，吴易昺的即时世界排
名为 300多位，排在吴迪、张择
和李喆之后。费德勒对他有高度
评价，表示要想顺利地从青少年

组的比赛转换到成年组的比赛，吴
易昺一方面要弄清楚自己的技术优
势所在，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
建设。对此，吴易昺表示很荣幸，
可以被费德勒提到。“费德勒向世
人展现了这项运动的魅力，他对我
做出这样的评价，让我非常感动。
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觉得
自己如果要想走到他们那个高度的
话，必须要听听他的意见。”

吴易昺表示，今后想一心一意
把网球打好，不会想太多别的事
情。他现在参加高级别比赛的目的
不是为了赢球，更重要的是如何在
一场比赛中获得好的经验。他说：

“参加大师赛学到的，首先是击球
的质量，还有一些空间的控制，包
括对一些机会的把握。”

吴易昺还给正在奋斗的其他中
国网坛的小球员提了一些建议，他
建议大家一定要把眼界放开，去国
外感受新鲜的事物，跟不同水平的
球员打比赛。如果只在国内打一些
希望赛，成绩很难有大的提升。

“国外能力强的选手有很多，然后
在提升排名的同时，你就可以提高
自己的水平，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的。”

吴易昺：一心一意把球打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