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德迅（中国）货运代

理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分 公 司

BLUE ANCHOR LINE

正本三正三副提单一套，提

单 号 为 ： 4359- 0201-

801.023，目 的 港 ：HAM-

BURG，航名航次：AL NAS-

RIYAH 004W，声明作废。

宁波市东部申通快递有

限公司

遗失由宁波市海曙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9月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一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20376854606XE，声 明

作废。

宁波市金纬利房产策划

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一本，

核 准 号 ：J3320038328701，开

户银行：宁波鄞州农村合作

银行横街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鑫旺五金塑料厂

遗失出 生 证 明 原 件 一

份 ，证 号 为 ：0330905739，声

明作废。 顾妙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父

亲：杨海新，母亲：张金侠，编

号：M330160902，声明作废。

杨舒涵

遗失房 票 ，房 票 编 号 ：

0004504，声明作废。

褚存国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柴桥恒博

机械制造厂

认尸启事

2018年2月15日上午，在

甬江靠近甬江大桥鄞州一侧

江面上发现1具女尸。死者年

约25岁，金黄色短发，身高约

1.65米，双耳穿耳环，上身穿

黑色夹克，下身穿黑色白条

运动裤，脚穿黑色运动鞋。望

知情者与宁波市公安局水陆

交通治安分局联系。联系电

话：0574-81984200。

宁波市公安局水陆交通

治安分局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宁波市江东区城市管理中

心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

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人自2018年2月14日起90日内向

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

告。

宁波市江东区城市管理中心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宁波市江东区市政管理处

依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2018年2月14日起90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

告。

宁波市江东区市政管理处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宁波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

队江东大队依据《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

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2018年2月14日起90

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宁波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

队江东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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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新港车辆

房产信息服务中心（普通合伙人）

注销公告

根据宁波市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甬编办函[2015]82号）文

件要求，宁波市房产产权产籍监

理处（市房屋面积鉴定所）职责已

全部整合到宁波市不动产登记服

务中心。拟申请注销宁波市房产

产权产籍监理处（市房屋面积鉴

定所）事业法人登记，债权债务由

宁波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承担

负责。特此公告。

宁波市房产产权产籍监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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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启事

冯金如：

本机关受理了张济同、王鸣凤请求责令宁波市海曙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您在楼面板上超荷载搭砌行为

作出具体行政处罚的行政复议申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

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

四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责令被申请人宁波市海

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60日内依照《宁波市城市房屋使

用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对您在楼面板上超荷载搭砌

行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由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您公告送达海政行复决字〔2017〕35号《行政复

议决定书》。请您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日内前往宁波

市海曙区县前街 61号海曙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领取

行政复议决定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如您不服该行政

复议决定，可在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依

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张老师

联系电话：0574-55889193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县前街61号海曙区

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

2018年2月26日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批
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市北仑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南清水分社

机构编码：E0165U233020040

许可证流水号：638531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1月25日

营业地址：北仑区大碶街道青山村青山新村3号

邮政编码：315800

电 话：8688242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1月31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批
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宁波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常洪分社

机构编码：E0161U233020004

许可证流水号：638514

批准成立日期：1997年12月16日

营业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华业街68、70号

邮政编码：315021

电 话：8766972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8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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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25日电 （记
者朱基钗） 25 日，随着广西崇左
市大新县监察委员会挂牌成立，全
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监察委员会全
部组建完成，这标志着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迈过关键性节点。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
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为了
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
导，依法建立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

工作机构，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
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2016 年 11 月，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大幕正式拉开。改革以北京、
山西、浙江 3省市为首批试点，为
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将试
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
省、市、县监察委员会。2017 年
10 月 23 日，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

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方案》。随后，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在全
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的决定，省、市、县三级监察
委员会组建工作与地方人大换届工
作紧密衔接。

2018 年 2 月 11 日，青海省监
察委员会领导班子成员全部产生。
全国省级监察委员会全部成立；2
月 13 日，河北唐山市监察委员会

挂牌。全国市级监察委员会全部完
成组建；2月25日，广西崇左市大
新县监察委员会揭牌。全国省、
市、县三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完
成。

全国各地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
推进，为下一步成立国家监察委员
会，构建起国家、省、市、县四级
监察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一个党
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
监督体系正在形成。

全国31个省区市三级监察委员会产生

综合新华社消息 （记者陆睿
耿学鹏）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 25 日
发布消息说，总统文在寅当天在平
昌会见到访的朝鲜高级别代表团，
朝方在会谈中表示“有充分意愿”
与美国展开对话。

据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介绍，
文在寅当天在平昌会见前来出席冬
奥会闭幕式的朝方高级别代表团，
双方进行了一小时会谈。文在寅说，
冬奥会期间，韩朝双方组成联队参
赛，在开幕式上共同入场，为全世界
带来感动。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平昌
冬奥会成为一届和平奥运会。

据金宜谦介绍，文在寅在会谈
中表示希望南北关系在更广范围内
取得更大进展，朝方回应说朝鲜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也有此意。
文在寅说，为改善南北关系、根本
解决朝鲜半岛问题，需尽早开启朝
美对话。朝方对此予以认同，表示

朝韩关系应和朝美关系共同发展。
当天，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副委员长金英哲率领朝鲜高级别代
表团经由京义线陆路抵达韩国，参
加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代表团成员
还包括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
员长李善权及6名随行人员。

本月9日至11日，以朝鲜最高
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
为团长的朝鲜高级别代表团访问韩
国，出席了冬奥会开幕式，并在青
瓦台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
会谈期间，代表团成员、朝鲜劳动
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向
文在寅转交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的亲笔信，并向文在寅转达了金
正恩的口信。

12 日，金正恩听取了访韩归
来的朝鲜高级别代表团的汇报，表
示要进一步营造北南和解对话氛
围，继续积累良好成果。

文在寅会见朝鲜代表团

朝方说有意与美国对话

2月 25日，金英哲 （前排中） 一行抵达位于韩国坡州的韩朝出入境
事务所入境韩国。 （新华社发）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24 日
一致通过敦促叙利亚全境连续
停火至少30天的2401号决议。
根据决议，叙境内停止敌对行
动后，各方应确保运送医疗设
备的人道主义救援车队每周

“安全、顺畅并持续通过”，尤其
是进入“难以进入和被围困的
地区”。同时，决议呼吁解除对
叙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等
4个区域的围困。然而，相关各
国在决议通过后仍相互指责、
缺乏互信，给决议执行增加了
难度和不确定性。

新华社特稿
蔺妍

俄罗斯：决议留“天窗”

在俄罗斯要求下，决议所述停
火从草案中的“立即执行”改为

“72 小时之内”执行，且不包括打
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基地”
组织和其他安理会认定的恐怖组织
的军事行动。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
员拱振喜认为，俄方通过对安理会
决议内容的修改，为叙利亚政府的
军事行动留了“天窗”。

俄方支持叙政府打击反对派武
装。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

里·涅边贾指责美国阻碍叙境内反
恐战争是为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
标，其“合法性”引发质疑。涅边贾强
调不允许任何对停火决议的歪曲解
读，要求美国立刻停止对大马士革
的威胁，对美国一些领导人威胁侵
略叙利亚的言论表达“极度担忧”。

叙政府：敦促北部停火

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巴沙
尔·贾法里强调，运送人道主义救
援物资要尊重叙利亚国家主权，叙
利亚是在行使捍卫国家主权的权
利，“只要是在国境内，叙利亚仍
会 继 续 反 恐 ”。 他 同 时 敦 促 美 、
英、法三国放弃分裂叙利亚和颠覆
叙利亚合法政权的企图。

叙政府对停火决议持保留态
度。一方面，贾法里认为“全境停
火”应涵盖叙北部遭土耳其炮轰的
阿夫林地区、美军控制的曼比季及
被占领的戈兰高地。然而，美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只强调

“叙利亚政府及其盟友应停止对东
古塔地区的袭击”。

另一方面，贾法里说，盘踞在
东古塔地区的恐怖分子发射多枚炮
弹袭击叙利亚红新月会总部。“大
马士革民众深受东古塔恐怖分子之
害，800 万叙利亚人期待安全的呼
声没有到达英、法代表的信箱里，
恐怖分子的声音却到了。”

土耳其：不放弃军事行动

土 耳 其 外 交 部 25 日 发 表 声
明，欢迎安理会决议，但强调土耳
其将继续打击“威胁叙利亚领土完
整的恐怖组织”。

拱振喜认为，如果土耳其不停
止打击叙北部阿夫林地区库尔德武
装“人民保护部队”，执行 30天全
境停火决议则将面临不确定性。

安理会通过叙利亚停火决议
执行面临诸多困难

新华社杭州2月25日电（记
者魏一骏） 浙江省财政厅近日会
同省环保厅、省发改委和省水利
厅等四部门发布了 《关于建立省
内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的实施意见》，建立了省内流
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不 同 于 以 往 的 流 域 生 态 补
偿，《意见》以权责对等，合理补
偿为原则，着力于推进流域上下
游之间的相互补偿，不再单一依
靠中央、省级财政给予的纵向补
偿资金。

《意见》提出，流域上下游县
（市、区） 政府作为责任主体，通
过自主协商，建立“环境责任协
议制度”，通过签订协议明确各自
的责任和义务。省级相关部门作

为第三方，对生态保护补偿政策
实施给予指导，并对协议履行情
况实施监管，同时对重点流域的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给予引导支
持，推动建立长效机制。

在补偿标准上，《意见》提出
流域上下游地区根据流域生态环
境现状、保护治理和节约用水成
本投入、水质改善的收益、下游
支付能力、下泄水量保障等因
素，每年在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
范围内协商确定。

除资金补偿外，流域上下游
地区也可根据当地实际需求及操
作成本，探索开展对口协作、产业
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补偿
方式。同时，鼓励流域上下游地区
开展排污权交易和水权交易。

浙江建立省内流域上下游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新华社巴黎2月25日电 法
国内政部长科隆 25日说，法国今
年初以来已挫败两起恐怖袭击图
谋。

科隆当天在接受法国电台欧
洲一台采访时说，这两起袭击企
图分别针对一个大型体育设施和
军队人员。但他未透露袭击图谋
细节。

他强调，法国尚未“走出”
恐怖主义阴影，恐袭风险仍将持
续多年。

科隆还说，最近数月，法国
有 3 个清真寺因“传播恐怖主义
思想”而被政府关闭，这 3 个清
真寺分别位于法国南部的普罗
旺 斯 地 区 艾 克 斯 市 和 马 赛 市，
以及首都巴黎郊区的萨特鲁维尔
市。

自 2015 年 1 月巴黎发生 《查
理周刊》 恐怖袭击事件后，法国
一直面临严峻的反恐形势。今年
1 月初，科隆曾披露，2017 年法
国共挫败20起恐袭图谋。

法国今年已挫败两起恐袭图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