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市海曙百果园食品有限公司自 2003 年至 2013
年 1 月期间，向社会发行了面额为 100 元、50 元、30
元、20元、10元、5元的果券 （以下简称：“果劵”），
并告知顾客该券的有效期截止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年 6月 6日，宁波市海曙百果园食品有限公司与深
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并购，深圳百果园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在宁波市所属门店公示，告知果券使用有
效期截止为2017年12月31日。但至今仍有顾客未使用
完。本着诚信经营，顾客利益至上的原则，本公司决
定该果券的有效期延长至 2018年 2月 28日，在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2月 28日期间，顾客可持券到百果园
门店按照劵面金额的 70%进行换购果品或转存会员卡。
过期作废，特此声明！

声明人：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声明日期：2018年1月3日

声声 明明

地址：宁波江北区宁镇公路490号（三官堂）
电话：87666188 87612668 日期：2018年1月4日

物资名称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实木地板
负离子木工板
E。生态板
负离子生态板
负离子浮雕水曲柳
负离子浮雕水曲柳
公牛插座
公牛插座
公牛插座
绿能房间灯
绿能吸顶灯
绿能浴霸风暖
圣宇墙纸
布鲁斯特墙纸
朗阁墙纸
雅琪诺墙纸
浩博特墙纸
爱丽沙
世爵壁纸
欧雅墙纸
米兰墙纸

型号
9518
9515
7006
7007
1.22*2.44*1.8
1.22*2.44*1.7
1.22*2.44*1.7
1.22*2.44*0.36
1.22*2.44*0.3
厨房专用
客厅专用
氧化铝电瓷插座
20瓦，50*50
10瓦
绿能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产 地
东南亚
东南亚
东南亚
东南亚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浙江
美国
天津
浙江
湖北
浙江
浙江
上海
上海

价 格
168元
160元
178元
178元
235元
215元
345元
170元
135元
50元
98元
10元
198元
49元
680元
207-307元/卷
300-600元/卷
138-345元/卷
201-466元/卷
239-312元/卷
736-848元/卷
118-296元/卷
169-466元/卷
260-636元/卷

联系电话
87909115
87909115
87909115
87909115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888021063
15888021063
15888021063

华东物资城浙甬市场建材价格行情

林德气体（宁波）有限公司目前因区水利局将对下养河进
行拓浚工程以及区规划分局对原协和地块将有新的规划用途，
政府要求我司对纬中路~大湾闸段埋地氧气管道进行迁改，需
迁改的氧气管道起点位于纬中路西侧约 300 米的现状下洋河
尽头处，终点位于柴桥大湾闸旁的大榭二桥桥底规划环区路原
氧气管道拐点处，全长约 1.8 公里，施工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5
日至2018年6月31日。

考虑到届时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及对其他单位现状埋地管
道或设施的保护工作，特对此氧气管道迁改做出申明，请此氧
气管道路由沿线（包括大榭二桥桥底）现状管道或设施的权属
单位速与我司联系，告知你司管道或设施的具体位置及必要数
据，以便于我司对现状管道进行探查并做出相应保护措施，如
未告知，后期施工中有所损失，我司将不对此承担责任。

特此公告
项目经理：何益健13918155002
管道部门经理：涂华松13486620717

林德气体（宁波）有限公司

林 德 气 体（宁 波）有 限 公 司
下养河氧气管线迁改项目情况通告书

遗失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商业险保单一份，印刷
流 水 号 ：201703360027904，交
强险保单一份，印刷流水号：
850120160015944，发 票 一 份 ，
印刷流水号：02009340，声明作
废。 沈水力

遗失正本进口提货单一份

船名：SITCNINGNO/1631N，提

单 号 ：SNL6TACL201167，箱 号

SNBU8165583, 收 货 人 PACIF-

IC STAR EXPRESSLCH

（CHINA）CO.，LTD，声明作废。

浙江隆达园艺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遗 失 电 工 证 ，号 码 ：

T330206197001133719，声 明 作

废。 张卫东

遗失宁波市江北区甬江征地

拆 迁 办 公 室 收 款 收 据 原 件

（1350349455），声明作废。

孙伟平

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3320002951402，开户行：中国农

业银行北仑大碶支行，声明作

废。

宁波千丽照明灯饰有限公

司

遗失宁波市镇海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4 年 8 月 30 日核发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 号 ：330211601058775，声明作

废。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福琴小

吃店

遗失卫生服务许可证，号码：

浙餐证字 2015330211000298，声

明作废。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福

琴小吃店

遗失宁波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号：00927622，合计肆拾伍万

贰仟元整，声明作废。

宁波甬泉置业有限公司

遗 失 公 章 ， 号 码 ：

3302060098122，声明作废。宁波

市北仑区大碶欢乐多食品店

遗失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

号：J3320028546601 开户银行：

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声

明作废。宁波市海曙月湖文化游

乐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20305301，开户银行：宁波

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戚家

山信用社。声明作废。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曲龙饭

店

遗失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北仑分局2012年3月19日颁发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一

份，注册号：330206600065919，声

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春晓王锦烟酒

副食店

遗失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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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招标条件
本项目宁波市轨道交通 4号线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以甬发改审批【2015】445号文批准建设，项目招
标人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自筹，
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宁波
市轨道交通 4号线工程类矩形及圆形盾构区间隧道火灾烟
气控制方案实验研究进行公开招标。

２.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

３.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核发

的消防安全评估一级资质（含临时资质）。并在人员、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项目科研的能力（具体内容详见投
标人须知前附表）。

3.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进行投标。
3.4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
3.5信誉要求：

（1）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无违法行为记录（违法
行为记录界定的范围为：被国家、浙江省、宁波市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公告停止投标活动且被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

（2）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经宁波市人民
检察院查询近三年（2014年 7月 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止）无行贿
犯罪档案记录（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查询结果为准）；

（3）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派项目负责人经“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无失信被执行人记录。

４.招标文件的获取（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5.投标保证金
5.1金额：不少于人民币5万元整。
5.2投标保证金的形式、缴纳方式及截止时间（详见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
6.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26 日 10 时 00 分，

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1901号
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具体开标室详见楼道口指示屏。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项目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和宁波

日报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严旭东
电话：0574-87179297

宁波市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类矩形及圆形盾构区间隧道火灾烟气控制方案实验研究招标公告

文艺女神和行者的家园

微信公众号：定宁街A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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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1月4日电（记
者许晓青）“键盘塑盘古，鼠标造
大禹。”拥有 22年历史的上海刘海
粟美术馆于 2018 新年之际首次举
办“互联网+”艺术大展，通过
3D 打印、虚拟现实技术、多媒体
影像装置等，共计 30 多组“互联
网+”艺术作品，诠释“中华创世
神话”主题，呈现女娲补天、精卫
填海、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大禹
治水等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

“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
化传播工程”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
部、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组
织实施。自2016年1月启动，规划

历时 3年，通过创作一批优秀文艺
作品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展现中华
民族精气神。

第 40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7.51 亿。
在网络文艺创作中，“互联网+”
艺术作品是一个新门类，具有技术
含量高、互动性强等特点。在海
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正被
纳入此类艺术创作中。

上海刘海粟美术馆馆长、总策
展人朱刚说，刘海粟先生当年就是
海派文化的创新先锋，如今已迁建
扩容的刘海粟美术馆也开始吸纳和

采用“互联网+”思维，为中华创世
神话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展示
大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华神
话，促进新时代的文艺创新。

本次展览分为“混沌”“神
游”“创世”三个篇章。在“混
沌”展区，艺术家从远古神话中提
炼出“水”“光”“电”“木”“声”
五个意象，组成五个故事单元，现场
运用多媒体技术演绎中国远古时代
对宇宙形成前“气、形、质”浑然一体
的猜想，观众则可通过人机互动，体
验这种有趣的“混沌状态”。

在“神游”展区，观众可跟随
多媒体画作中“游出”的“鱼”，

展开一段充满奇幻的视听之旅。还
可以参与“夸父逐日——手绘逐帧
动画”“我和女娲一起‘补天’”

“跟着神农‘尝百草’”等网络游
戏互动活动。在“创世”展区，主
办方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和 3D 打印
技术等，推出一批当代艺术家心目
中的中华神话人物形象，并举办多
媒体舞台演出与传统戏曲讲座等。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
时安认为，中华创世神话蕴含着中
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和精神
追求，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深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互联网+”
的融合，值得文艺界进一步探索。

上海：“互联网+”艺术展诠释中华创世神话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叶
茂） 在严寒中，梅开百花之先，独
天下而春。近日，保国寺古建筑博
物馆周边山林的梅花傲然盛开，吸
引大量游客。

近年来，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
已成了宁波地区赏梅的胜地之一。
据工作人员介绍，每年最早盛开的
是蜡梅，金黄的花朵在一片苍翠的
衬托下更显得耀目。凑近闻的时候
往往没有味道，而微风拂过则会暗
香浮动、香气扑鼻。蜡梅盛开独有一
番低调又优雅的意味。

保国寺现有蜡梅两种，分别是素
心梅和磬口梅。素心蜡梅，外轮花瓣
纯黄，内轮花瓣接近纯色，花较大，香
气浓。磬口蜡梅，外轮花瓣片淡黄，内
轮花瓣有紫红色边缘和条纹，花最
大，香气清溢。此外，红梅的一个个花
骨朵早已跃然于枝头，含苞待放。

保国寺
蜡梅盛开

图为盛开的蜡梅。 （叶茂 摄）

本报讯（记者姬联锋） 2017
首届中国马拉松摄影大赛的评审
工作前天结束，来自全国各地的
数百幅马拉松赛事作品入围。由
宁波大自然户外俱乐部选送的两
幅以 2017 宁波山地马拉松赛为
题材的作品入围大赛。

本次摄影大赛由中国田径协
会及人民网、新华网、第三方专
业摄影机构的人士担任评委。参
赛作品共分为跑者时刻、城市风
采、人文公益三个系列。

宁波大自然户外俱乐部精心
挑选了十幅摄影作品参赛，最终

经过评委审定，范为玥拍摄的《携
手共进》和梁善浩拍摄的《山间勇
士》 入围首届中国马拉松摄影大
赛。这两幅作品真切地反映了马拉
松跑者面对自然，团结协作、勇于
挑战的精神。

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
展，参与马拉松运动的人逐年增
多，由国际田联和中国田径协会认
证的标牌马拉松赛事也在稳步增
长。中国马拉松摄影大赛通过一张
张照片、一个个故事，展现每一位
中国马拉松爱好者健康积极的形象
和各个城市的人文和地域特色。

中国马拉松摄影大赛评选结束
宁波两幅作品入围

据新华社福州 1 月 3 日电
（记者吴剑锋 许雪毅） 帆影点
点映晨辉，渔歌声声祈平安。日
前，由 22 艘渔船组成的姑妈朝
圣队伍在福建滨海小镇峰尾亮
相。伴随着鞭炮和锣鼓声，渔船
浩浩荡荡出航，共同为 3日举行
的姑妈诞辰日献上祝福。

“举办这次朝拜仪式，是为
了纪念我们的‘海国女神’姑
妈。”泉州市泉港区船员技术服
务协会会长刘荣海介绍。

据了解，姑妈原名刘益娘。
传说中，每逢暴风雨前夕，她就
会在海边驻足远望，一有危情便
点火为号，以引导渔船顺利入
港，姑妈因此成为福建沿海地区
航海者们的守护神。如今 500多
年过去，姑妈的信众沿着海上丝
绸之路启航，将姑妈文化带往世
界各地。

“峰尾是姑妈文化的起点，
历朝历代我们都会举行祭拜仪
式，航海者们也将这个习俗带到
了东南亚和台湾等地区。”峰尾
镇义烈庙负责人刘大连说，义烈
庙是当地百姓为奉祀姑妈而建的
寺庙。每年都有数万海内外信众

来此焚香许愿，顺道谒祖寻根。今
年，为了加强海峡两岸民间交流，
当地政府首次邀请台湾同胞参加姑
妈诞辰日活动。

来自宝岛的刘静宏便是受邀者
中的一员。对他而言，与姑妈结缘
是 一 件 顺 理 成 章 的 事 。 50 多 年
前，刘静宏的曾祖父从峰尾迁往台
湾，随后从新加坡义烈庙带回香
火，在基隆雕刻出了姑妈金身像，
如今这尊神像也陪同刘静宏一起回
到故乡。

“上一次来是六年前了，当时从
台湾回来的人都是零零散散。”刘静
宏说，“今年单单我这个批次就有四
五十人，场面比以前更热闹了，第一
次有了组团回乡的感觉。”

为进一步推动姑妈文化服务两
岸交流合作，小镇还举办了姑妈文
化海峡两岸交流研讨会，邀请两岸
专家学者就姑妈文化与海国文明的
渊源，以及弘扬姑妈文化等议题进
行探讨。

“姑妈信仰作为一种乡情和文
化纽带，能在今天的两岸关系中发
挥独特的文化优势，为增进两岸民
族感情搭建桥梁。”峰尾镇党委副
书记郑伟伟说。

“海国女神”牵手闽台交流

据新华社伦敦 1 月 2 日电
（记者梁希之） 英国2017年度科
斯塔图书奖的5个单项奖2日晚在
伦敦揭晓，其中，英国作家乔恩·麦
格雷戈的小说《十三号水库》获最
佳小说奖，已故英国诗人海伦·邓
莫尔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诗集《波
浪之内》获最佳诗歌奖。

《十三号水库》 是麦格雷戈
的第四部小说，曾入围 2017 年
英国布克文学奖提名名单，讲述
了一名 13 岁女孩在英国中部山
林度假时失踪的故事。评委们认
为这部小说“引人入胜、扣人心

弦、富有独创性”。
邓莫尔是一位诗人、小说家和

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曾获多个国
际著名诗歌奖项。除诗集外，她还
出版过 3 部短篇小说和 15 部小说。
诗集《波浪之内》于2017年4月出
版，出版仅两个月后，邓莫尔就因
癌症与世长辞。组委会对这部诗集
的评价是：生活就像在波浪里，一
直旅行，直到它消失。这些诗关注
的是生与死、阴间与阳间的界限，
以及两者极度激烈的共存。评委们
认为这是“一部惊人的诗集，是诗
人最后也是最伟大的成就”。

英国科斯塔图书奖
五大单项奖出炉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董柯渊） 昨天，记者从市委宣传部
获悉，海曙区鼓楼沿文创街区、江
北外滩时尚街区、镇海中官路创业
创新大街、慈溪天元古玩一条街、
宁海前童古镇历史文化街区入选
2017省文化创意街区。

根据《浙江省文化创意街区创
建规范 （试行）》，省文化创意街
区是在材料审核、因素测评、专家
评审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经省委
宣传部部务会议研究审议产生，全
省共30家。

据了解，鼓楼沿文创街区累计
投入 1 亿多元对街区进行更新改
造，改造面积 7.6 万平方米。2017
年，鼓楼沿实现营收 9亿多元，其
中文创产业占比71%，解决劳动就

业人员1700多人，街区6家文创企
业在甬交所文创板挂牌；江北外滩
时尚街区利用自身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引入了朱仁民工作室、高希
希工作室、莫言工作室、姜昆工作
室等名人大师工作室。打造了石库
门一号影视基地，已有 9家企业入
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与中国影视
编剧高峰论坛主委会已正式在石库
门挂牌。2016 年老外滩成立上上
班 （GOWORK） 文创硅谷，已有
33 家企业入驻；中官路创业创新
大街全长约 6公里，总规划面积约
25 平方公里。区域内有中科院宁
波材料所、宁波大学等高校科研院
所，建成了宁波市国家大学科技园

（宁波慧谷） 这一创业创新主平
台，集聚了洛可可、潘公凯设计、

首游网络、功夫动漫等文化创意企
业千余家，拥有各类创新创业人才
1 万余人，在校大学生 6 万余名；
慈溪天元古玩一条街位于周巷镇
天潭路，西起芦庵公路，东到天
元大道，全长约 1000 米，南北宽
约 30 米 ， 现 有 200 余 家 古 旧 家
具、古玩杂项、石雕玉器、陶瓷
字画等经营商家在此落户；前童
历史文化街区前童古镇核心区北
侧，占地 27.2 亩。依托古镇文化
和特色资源，街区总投资 1.2 亿
元，打造了粮库文化市集、文化主
题区、古镇商业特色街区三大区
块，保持明清建筑风格和小桥流水
街巷布局，包含写生基地、文化创
意空间、民宿客栈、小吃街、手工
艺展览制作等。

今后，五家省文化创意街区将
围绕特定文化主题，大力发展特色
文化产业，加快挖掘提炼文化印
记，提升街区内涵和城市品位，为
我市的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我市五街区入选省文化创意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