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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房产证，房屋坐
落青林湾东区 61 幢 1 单元
401 室，甬房权证海曙字
第 20150110711 号 ， 声 明
作废。

时光林
遗失居民死亡证明，

声明作废。
贝建芬

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
发票 （自开） 一张，发票
号 码 00167780， 金 额
62000，开发商名字：宁波
中海海尚置业有限公司，
声明作废。 顾建成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 J3320038793001，
开户银行：宁波市镇海区
骆驼民生银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永祺挖
机租赁服务部

遗失工会法人法定代
表人证书 （姚忠），号码：
工 法 证 字 第 110212351
号，声明作废。宁波市北
仑区云兴制管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3320025696301，开
户银行：中国银行宁波北
仑华山路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菲迪科
尔墙衣经营部

遗失企业名称预先核
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

（甬海市监） 名称预核内
【2017】 第 005105 号 ， 公
司名称：宁波市海曙迅捷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核
准机关：宁波市海曙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核
准日期：2017 年 09 月 11
日，声明作废。宁波市海
曙迅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
司

遗失HPL船公司3正3

副正本提单一套，提单号为

HLCUNG11708AZJA8，船

名 航 次 CMA CGM

MISSOURI V.231PPE，

箱 号 INKU6285622，声 明

作废。

SHENYANG AUTO-
MOTIVE GROUP
LIMITED
订舱代理人：利通物流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宁波市镇海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11月

21 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91330211L41357244T， 声

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蛟川宁
豪机械厂

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

书副本，号码：工法证字

第 110212351 号 ， 声 明 作

废。

宁波市北仑区云兴制
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遗失已开具作废通用

机 打 三 联 发 票 ， 发 票 号

码 ： 03581502、

03581503， 发 票 代 码 ：

133021323303，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蟹浦岚山
水库生态养殖场（普通合伙）

遗失全套正本提单，

船名航次：KOTA CA-

RUM V.0045W， 提 单

号 ： NGUU70332400， 箱

号 ： PCIU9171494， 声 明

作废。

宁波联洋船务有限公司

遗失 全 套 正 本 提 单

（一式三份），船名航次：

CMA CGM VOLGA

235BX， 提 单 号 ： OO-

LU4029894430， 声 明 作

废。

宁波万佳成电子实业

有限公司

遗失由宁波市鄞州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06月 0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

92330212MA291JML8W，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新河猪小

宝小吃店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 J3320021630201，
开户银行：宁波市北仑区
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白峰信
用社，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白峰圆
奇土建工程队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
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
理工商注销手续，特此公
告。

宁波新源之鑫贸易有
限公司

寻找生父母
某 儿 ，

男，2016 年

3 月 1 日 出

生 （ 估 ），

于 2016 年 3

月发现被遗

弃在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

慈 孝 北 路 靠 近 新 城 的 桥

上。请该儿生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天

内，到宁波市恩美儿童福

利 院 认 领 ， 逾 期 未 认 领

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遗弃婴儿。联系电话：

0574-87586276。

宁波市恩美儿童福利院

公告启事
遗失启事

因旧城区改建公共利益的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号）、《浙江省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宁波市人民政府令第 219号）等有
关规定，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高新园一期（三联村）旧城
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北区政房征决〔2017〕第 10
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为东至G15沈海高速、西至农田、南至浦丰
村杨家自然村（不含）、北至61省道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
屋，具体门牌为：三联村新屋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
号、8号、9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16号、29
号、31号、33号、35号、37号、39号、41号、43号、53号、55号、57
号、59号、61号、63号、67号、77号、79号、81号、85号、87号、89
号、91号。如有出入，以区人民政府公布的征收范围为准。征
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6500平方米，总征收户数住宅40户。

上述范围内的被征收房屋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二、房屋征收部门为江北区房屋征收办公室，房屋

征收实施单位为江北区慈城镇征地拆迁办公室。
三、本项目设定的签约期限为 10日（在规定期限内

签约率达到 80%以上后可视情况再给予一定的续签
期），搬迁期限为签约期限届满之日起 90 日。具体起止
日期由房屋征收部门在征收范围内另行公布。

四、本公告公告期限为1日。
五、关于高新园一期（三联村）旧城区改建项目房屋

征收补偿方案可见征收项目现场公告，也可见江北区人
民政府网站:http://www.nbjiangbei.gov.cn/或江北区房
屋征收办公室网站：http://zdcqb.nbjb.gov.cn/。

被征收人对本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可自征收决定
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波市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自征收决定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

2017年11月6日

江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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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易鹤）“2000 万
元的设计、研发投入，换来了 2.5
亿元的销售回报。创新，让我们
在市场拓展中‘如虎添翼’。”赛
尔富有限公司市场部副经理赵磊
告诉记者，前三季度，该公司凭
借智能绿色 LED 照明产品在外贸
市场上披荆斩棘，生产和销售双
双飘红。

近年来，受生态文明建设加
快、社会公众节能环保意识增强等

多因素推动，节能环保产业潜在市
场需求得到加速释放，宁波节能环
保产业也接连跑出“加速度”。今
年前三季度，全市节能环保产业实
现规上工业增加值 60.82 亿元，同
比增长9.8%。

“节能环保产业，是一个既扎
根传统产业，又具备良好成长性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截至目前，全市
节能环保产业已形成‘小气候’，
特色和优势明显。”市经信委新兴

产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今年前
三季度，我市节能环保产业规上企
业完成总产值 266多亿元，同比增
长近17%。据悉，我市节能环保产
业主要包含高效节能、先进环保、
资源循环利用和节能环保服务四大
细分产业。从整体看，高效节能产
业的电气机械器材制造规模在节能
环保产业中占比最大，接近50%。其
中小型节能电机和微电机的销量占
全国市场三分之二以上；甬产 LED

电光源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也较
高，涌现出杜亚机电、菲仕电机、
赛尔富、天安、三星智能电气等一
批明星企业。

业内专家指出，节能环保产业
作为经济增长重要支柱和科技创新
重要领域，正迎来难得的发展机
遇。未来节能环保产业将由为环境
保护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撑逐步转变
为绿色经济的支柱产业。“宁波制
造”在该领域大有可为。

宁波节能环保产业三季报出炉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近10%

本报记者 徐展新
通讯员 蔡朝晖

电商企业紧锣密鼓筹备“双
十一”，线下商家也主动出击，赶
在电商大促前推出一系列优惠折
扣，同时激发实体商业体验类业
态的互动性优势，依托丰富的娱
乐活动和优质的购物体验，取得
经营业绩和客流量的双丰收。

上周末，甬城各大商场、超
市和购物中心挂上了“双十一促
销”的招牌。第二百货主攻黄金
珠宝类商品，中国黄金推出“裸
价”，老庙黄金和老凤祥黄金也筹
划大幅折扣活动，刺激周末销售

额同比增长 500%。苏宁宁波和华
润万家也赶在“双十一”之前

“抢滩”消费市场，前者基本实现
了线上线下同质同价，周末销售
额同比增长 150%；后者在宁波的
29家华润万家大卖场内实行28个
品类 5 折，两天客流量 25 万人
次，厨房用品、床品、小家电柜
台生意火爆，货架屡屡清空，库
存一度告急。

优惠的价格吸引视线，精彩
的活动留住脚步。“双十一”前
夕，天一广场陆续推出漫时光影
展、阿拉电影周和“Single Par-
ty”市集互动趴，让穿梭于店铺
之间的消费者找到放松身心的场

所。集盒广场则挖掘“双十一”
的其他主题，为年轻消费者量身
定制“11 人的理想”集盒民谣音
乐节和“111 人市集现场”，为这
场消费盛宴增添些许“文艺范
儿”。

线上狂欢将至，线下商家却
意外“抢滩”成功，背后原因何
在？笔者走访各大商场、超市后
发现，与计算方式复杂、难度堪
比“奥数题”的线上交易相比，
许多消费者更倾向于通过“简单
直接”的购物方式获得实实在在
的优惠。此外，随着移动支付的
普及，线下交易的速度大幅提
升，商业广场内随处可见支付宝

和微信支付的二维码，部分超市
里设有自动结算的机器，弥补了
线下商家结算速度慢、效率低的
短板。

虽然线下商家成功“抢戏”，
但不会对即将到来的“双十一”
产生太大的影响。业内专家表
示，如今，“双十一”已从功能单
一的电商消费庆典拓展为企业、
商家提升曝光度和品牌影响力的

“超级平台”，企业的电商部门与
线下经营部门保持联动、错位竞
争，零售商家主动“登陆”电商
平台或自主开发 APP，兼顾拥有
不同消费习惯的客群，深掘“双
十一”的市场潜力。

线上狂欢将至 线下商家“抢戏”

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孙佳丽
通讯员孙怡） 本周六将会迎来

“双十一”网购狂欢节，“秒杀”、
超低价、限量等促销活动接踵而
至。市市场监管局根据 2016 年度

“双十一”前后热线投诉情况，向消
费者提出网络消费警示：抵制冲动
消费，网购时莫陷“秒杀”陷阱。

据分析，在售后服务类争议
中，关于安装及退换货的争议排第

一位，占了该类争议的一半。排在
第二位的是质量争议，投诉问题主
要集中在收到商品后无法正常使
用、涉嫌三无、没有 3C 认证等。此
外，还有反映电商涉嫌搞虚假秒杀
优惠、先提价后优惠或是未按标注
价格出售等问题，以及反映电商广
告涉嫌虚假宣传等。

对此，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
费者在理性消费的同时，务必注意

网店主体资格、防范夸大宣传、注
意查验货物以及保留相关凭证。

网购时要关注网店是否证照
齐全，合法有效。比如，在天猫店购
物时，可在店铺信息里查询网店的
营业执照，留意该网店是否拥有工
商红盾标志以及放心消费标志。

“双十一”期间交易量巨大，
店家和快递承担着不小的压力，
容易忙中出错，消费者收到货物

时要注意验收，查看外包装是否
完好、货品是否无损、是否有缺
件或发错货品等。特别要注意及
时收货，若收货后对商品不满
意，消费者也可以在商家承诺的
期限内退换货。

网购是非现场购物，因此保
留交易相关信息和交易凭证尤为
重要。因此，消费者要注意保存与
商家的交易内容、聊天记录、商品
规格、价格等信息页面，金额较大
的商品应主动向商家索要发票。付
款时最好使用正规的第三方支付
渠道，发生消费争议时，可以据此
向商家、交易平台交涉，必要时
可以向职能部门投诉。

市市场监管局“双十一”前提醒：

网购时莫陷“秒杀”陷阱

本报讯 （记者张燕 通讯员
陈佳浩 许佩佩） 今天凌晨零时，
宁波海关等口岸联检单位工作人员
已在栎社机场货运区准备就绪，待
来自台北的快件货机到港后，快件
货物马上进入联检场地，联检人员
将对包裹进行通关、查验、放行，
凌晨 4点左右所有快件货物将验放
完毕，天亮前运往各地。

近年来，宁波机场与物流园
区大力实施“客货并举，以货为
主”战略，积极推进临空经济示
范园区创建，在海关等联检单位
大力支持下，空港口岸通关效率
不断提升，宁波市场中转及到货
量显著提升，快件全货机业务开
启零滞港模式。今年 9 月起，宁
波海关和口岸联检单位加快建设

“一站式”服务平台，新增快件业
务周末加班验放制度，使周末到
达的国际快件从下一工作日放行
调整为周末当天放行，确保空运
货物零滞港，部分进口快件时效
提高近 48 个小时。据统计，9 月
份以来，宁波机场周末日均进出
口货物 12 吨，大幅提升了宁波空

港的进出口货物流通效率，有力
地促进了宁波临空经济发展。

宁波海关和口岸联检单位积极
落实“三互”推进口岸大通关建
设，通过建立鲜活水海产品联合查
验、特殊航班联合登临查验等机

制，不断强化口岸联检单位协同合
作，进一步深化“去繁就简”，提
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认真落实
24 小时预约通关等制度，货物通
关渠道每周末固定加班，节假日预
约加班，快件渠道实行全时段作

业。支持出口国际邮件宁波机场直
运出境业务开通运行，今年 6月该
业务开通以来，至 9月底共监管直
运出境邮件总包 4916 个，大幅提
升宁波本地出口邮件效率，助推宁
波跨境电商业务发展。

宁波机场快件全货机业务开启零滞港模式
空港联检单位“一站式”服务促通关

物流高峰即将来临，海关工作人员深夜检验快件全货机物品。
（张燕 张涛 摄）

本报讯 （见习记者金鹭） 位
于江北区的康和生物有限公司在
宁波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不到一个
月，便从宁波银行获得了 100 万
元的贷款。与往常不同的是，康
和生物并没有向银行提供任何实
物抵押。

原来，这家企业赶上了甬股
交和宁波市再担保公司合作开发
的“担保贷”产品首次落地。康
和生物负责人胡海明告诉笔者，
在宁波股权交易中心的撮合下，
该企业获得了宁波市正德中小企
业信用担保公司的担保。“有了担
保公司撑腰，即便没有抵押物，
小微企业也能挺直腰板向银行借
钱。”胡海明说，市政府还为在宁
波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企业提供
了融资额 2%的财政补贴，进一步
降低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

据悉，“担保贷”由宁波股权交
易中心与宁波市再担保公司牵头，
联合奉化中小担保公司、宁海中小
担保公司、江北正德等 11 家各区
县（市）国有担保公司推出。一旦出
现违约，银行将与担保公司“二八
开”分摊责任。同时，市再担保公司
会为各区县（市）担保公司分担
30%的风险。“这相当于为企业融
资提供上了‘双保险’，不仅缓解了
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还有助于防
范融资担保系统风险，提高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能力。”市再担保公司
董事长黄福辉说。

作为宁波唯一的区域资本市
场，宁波股权交易中心自去年开
业以来，陆续推出“挂牌贷”“私
募汇”“融租易”等七大融资产
品，截至目前，已累计为企业撮
合各类融资近10亿元。

“担保贷”首单落地
无抵押物的企业也能向银行贷款了

本报讯 （记者殷聪 镇海记
者站赵会营） 继共建清华校友创
业创新基地之后，清华校友总会
与镇海深化合作又结硕果。近
日，清华校友总会先进制造专业
委员会基地在镇海挂牌。

据介绍，清华校友总会先进
制造专业委员会基地致力于搭
建先进制造业校友交流服务的
平台。该基地将广泛汇聚清华
大学校友力量，引领中国先进

制造业向高效、智能、绿色方
向发展。

与清华校友总会深度合作共
建清华校友创业创新基地五年
来，镇海充分依托该基地载体和
平台效应，为清华校友提供了一
站式、全方位、无缝化的“妈妈
式”服务，有效吸引和集聚海内
外清华校友以及高层次人才到镇
海创业投资，为镇海经济社会发
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清华校友总会先进制造专业
委员会基地落户镇海

本报讯 （记者殷聪 通讯员
赵善扬 宣浩峰） 依据各监测点
的数据分析，工作人员能准确地
找出企业生产过程中潜在的风
险；通过数据比对，工作人员可
以完善系统的数学模型，进一步
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凭借全景
式的信息综合集成应用，“万华化
学”化学品生产智能工厂项目入
选工信部 2017年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项目。

“万华化学”的成功，得益于
企业对信息的深入挖掘与分析。
依托大数据，“万华化学”化学品
生产智能工厂项目帮助企业在设
备检修领域“由守转攻”。过去，
化工企业的设备只能在损坏后进
行维修，蒙受停产造成的损失，
波及产业链的上下游，造成巨大
损失。如今，工作人员只需根据
数据波动状况分析设备的运行状
态，便可有计划地进行预防性检
修，将企业损失降至最低。

此外，化工企业还能依托大
数据在成本控制领域“由守转
攻”。据介绍，在“万华化学”打
通信息流之后，企业逐步实现业
务流程的整合与贯通，通过对数
据资产的深入挖掘，发现潜在的
管理改善空间和新的效益增长
点。以冷箱为例，通过数据的积
累与挖掘，“万华化学”于 2016
年起对冷箱单元实施 APC （先进
性生产控制） 项目，每年节省成
本近400万元。

“如今，大数据已渗透到‘万
华化学’的各个环节，助力企业
形成高度灵活、个性化、智能化
的生产模式。”“万华化学”信息
中心经理李晶晶告诉记者，“万华
化学”已于 2016年制订智能制造
三年行动计划，将大数据应用视
为计划的关键。据透露，“万华化
学”下一步将建立腐蚀数据档案
和三维工厂，借力大数据提升企
业生产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万华化学”：

大数据让企业由守转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