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德诚国际货运代
理 （深圳） 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提单 1份，提单号

S02626247， 船 名 航 次

MSC TINA V.

NR823W，声明作废。

宁波市东部申通快递
有限公司

遗失浙江省医疗门诊

收 费 票 据 ， 号 码 ：

3448625421，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遗失助理工程师职称

证书 （编号：1157694），

声明作废。

王波

遗失由宁波市海曙区
望春街道征收集体所有土
地房屋拆迁办公室开具的
收款收据，开票日期为
2010 年 1 月 22 日，收据
号 0026008389， 拆 迁 扩
户款金额 42000 元，声明
作废。 洪亚芬

遗失浙江省社会团体
会费票据收据联，号码分
别 为 ： 1164871253、
1164871268、
1164871269，声明作废。

宁波开发区北仑区外
商投资企业协会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境内汽车载运海关监
管货物载货登记簿及准载
证，车牌：浙 B8P782,海
关编码：3104153194，声
明作废。宁波国炬物流有
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北仑区小港
医院门诊费用证明单，编
号 ： 3372196705， 声 明 作
废。 郭子蔓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宁
波保税区海关开具的海关保
证 金 专 用 收 据 ， 收 据 号 ：
0517652， 金 额 ： 肆 万 元
整，声明作废。

宁波丰盛食品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注销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市江东区百晓教育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分立公告

根据宁波市博士达汽车

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公司以派生分立形式

拟分立成为三家公司，原宁

波市博士达汽车零部件制造

有限公司继续存续，分立新

设宁波博圣达汽车零部件制

造有限公司和宁波博鸿达汽

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分

立前宁波市博士达汽车零部

件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3600 万元，分立后宁波市博

士达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1200 万元，宁波

博圣达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 1200 万元，宁

波博鸿达汽车零部件制造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 1200 万元；

分立后原公司的债务由分立

后的各家公司共同承担。特

此公告。

宁波市博士达汽车零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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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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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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号 电话：8768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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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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RBXXGC

公告启事

地址：宁波鄞州区宁穿路535号
电话：87800666
日期：2018年6月21日

物资名称
劳保用品、包装材料
机床附件工具
道路建筑机械
起重设备
电热电器商行
园林工具
承力橡胶管
电缆
佳通轮胎

全友伟伦物流设备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产品种类繁多，欢迎垂询、交易。

规格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
各种型号号

瑞兴利

品 牌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厂方直销
宝胜
佳通

全友伟伦

价 格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电询

联系电话
18167229861
13967865177
81857358
18758456587
13906624591
18067577185
13777141655
13655847218
87801820

13806671178

华东物资城机电市场价格行情

为了保证S215盛宁线象山段(K95+100~K97+800)路
面白改黑工程的顺利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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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盛宁线 K94+
210~K99+100段实施封闭，封闭期间禁止一切机动车、非
机动车及行人通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封道时间：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2月1日。
二、交通组织：过往车辆、人员绕道力胡线，泗长线。
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个人请提前选择好出行线

路，并根据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自觉遵照执行。请社
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宁波市公路管理局
2018年6月22日

关于S215盛宁线象山段（K94+210~K99+100）
封 闭 施 工 的 交 通 管 制 公 告

为优化江北洪塘菜场周边道路交通组织，提升道路交通秩序和
通行顺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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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自2018年6月27日（星期三）起，对洪塘菜场周边道路实
施单向交通组织，具体内容如下：

一、0:00-24:00，禁止一切机动车在洪塘菜场西侧道路（文体路-
洪塘南路）由北向南通行；

二、0:00-24:00，禁止一切机动车在中兴三路（洪塘步行街-洪塘
中路）由东向西通行；

三、0:00-24:00，洪塘步行街-洪塘南路口南往北、北往南机动车
一律右转进入洪塘南路；

四、0:00-24:00，洪塘西路（江北大道至洪塘北路）、洪塘南路（洪
塘西路至洪塘中路）禁止所有货车通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
位和市民请提前选择好出行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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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北区人民政府洪塘街道办事处
2018年6月22日

关于江北洪塘片区实行
单向交通组织调整的公告

（2018年第46号）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8182094.9
元人民币，减资到29672868.4元人民币，股东国网浙江
慈溪市供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减少出资额28509226.5
元人民币，减资后不再持有送变电公司的股权，由宁
波永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29672868.4元人民币
持有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占 100%股权。减资前
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宁波永
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共同承担；减
资后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宁波永耀
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股东：中波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慈溪供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尊敬的电力客户：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推行通过增值税电子发

票系统开具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84号） 的要求，自 2018
年6月30日起，宁波地区将对增值税普通发票用户统
一实施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
下：

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适用类型为增值税普通
发票，暂不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维
持原有开具纸质发票模式不变。

二、电子发票获取方式：下载“电 e 宝”APP，
注册成功后，进入 【我的】 - 【用电户号】 绑定电力
户号，进入电e宝主页 【生活】 标签，点击 【智能交
费】 按钮，找到 【电费发票】，点击 【去开票】，即可
成功开票。

三、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可自行打印 （彩色或黑

白均可），其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与
原的纸质发票相同。

四、电子发票启用后，我公司按国税公告要求需
购买方 （企业用户） 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方可开具发票。为确保 在 电 子 发 票 上 线 后 贵
单位能够及时获取合法合规的电费及相关业务电子
发票，建议您提前至当地供电营业厅办理纳税识别
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地址、电话、开户银行和
账号等信息登记手续，以免电子发
票上线后由于开票信息缺失对贵单位
电费等相关业务发票的获取、报账带
来不便。

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如有疑
问，可咨询当地营业厅！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宁波供电公司
2018年6月21日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关于推行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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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昉

6 月 4 日，央视四频道播出两
条滚动新闻：2017 年末，全国 60
岁以上老年人 2.4 亿，占总人口
17.3%；最新统计，全国近 4 个劳
动力抚养一位老人。

一些老人看了这两条消息，内
心深感不安，因为自己成了在岗劳
动者的“负担”。继而一想，不
对！今天的老人就是以前的年轻
人，他们是在用自己当年创造的剩
余价值在养活自己呀。况且，用

“抚养”的观念，怎么能把为老年
人服务的事业办好？

我以为一些老人的这种质疑是
有道理的，也是有价值的。但老人
们应该平心而论。新闻中采用的“抚
养比”：参保职工人数/离退休人员，
只是一种统计方式，有利于国家从
宏观上把握老年人事业和“老有所
养”问题，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你
养我我养你，更要相信国家不会把

“抚养比”视为一种“负担”。
我想对老人说 （我自己也是老

年人），“抚养比”是一个基本的事
实。从 1996 年起，国家为每个职
工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养老金是按照本人工资收入的一定
比例记入个人账户的。现在工作的
年轻人上交的养老金，其实已经花
在现在的老年人身上。人口老龄化
在加剧，专家分析，“人口红利”
一过，“抚养比”将由现在的 41
下降到 21 甚至更低，实际压力
是存在的。

实际上，这里存在一种“代际
抚养”关系，就像一个家庭，上一
代人抚养儿女成长，儿女大了也要
回报老人，就是这么个理吧。国家
只是把这种“代际抚养”关系，用
一种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从国家层
面上使“老有所养”得到切实保
障。

这里我想说说一些老人提出质
疑的道理和价值了。有没有一种比

“抚养”的说法更合情理、更容易
为老年人所接受呢？我想是有的。

《宁波日报》 原总编何守先在世
时，在他写的一篇评论中，提出过

一个观点：“从劳动价值论来看，
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及其共享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是对他们过去劳
动创造价值储存积累的延期支付，
是对他们一生对社会的贡献的肯定
和补偿。”我们应该多宣传、多传
播这样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观点。

诚如一些老人所说，现在八九
十岁、六七十岁的人，他们有些是
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的，共同经
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和建设。
建国初期，工商业者把祖祖辈辈辛
苦创建的企业无偿献给国家，农民
和手工业者把祖辈辛勤积累的生产
资料献给了集体，知识分子把自己
的学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文化教
育科学事业。他们创造和积累了巨
大的财富，那么从他们创造的价值
中提取一部分供其养老，是天经地
义的。特别是他们较长时间生活在
低收入、低支出的社会环境中，每
年的劳动报酬仅供温饱，创造的剩
余价值奉献给了国家和集体，也使
今天的年轻人从中得益，我们今天
对他们予以“肯定和补偿”，是理

所当然的。
作为老年人的一员，我还想更

多地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老人首
先应该感恩时代、感恩人民。与我
们的前辈比，我们可以说是花开盛
世，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而
这样一个好时代，既有我们打下的
基础，更有年轻人的辛勤耕耘。毕
竟，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养育了我
们。其次，我们应该把自己作为重
要资源、重要力量。正如宁波市委
老干部局所概括的“老干部工作精
神”：要努力做到“为镜、为师、
为亲；向学、向善、向上”。前联
合国秘书长安南曾言：“生命已不
再 像 短 暂 的 冲 刺 ， 而 更 像 马 拉
松。”退休后，很多老人还有很长
一段生命历程，应该把它很好地利
用起来，相信“我比明天的我年
轻”，继续为党和人民做些事情。

离退休金是对老人以往贡献的延期支付

王俊禄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连续发生流
浪狗伤人事件，无辜受害者中不少还
是少年儿童。人们在痛心之余不禁追
问：犬患难除症结在哪儿？对流浪犬
该如何妥善处置？如何在爱犬与管
犬、法律与情感中间达到平衡？

犬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
一，是人类的伴侣和宠物，乃至

“忠实的朋友”。但那些脱离人类豢
养流浪街头的犬只野性难驯，危害
公共安全。对于流浪犬，有人喊
打，有人喊疼。人类和犬类等的和
谐相处之道，须在一个“养”字上

做文章。既“养”之，则安之，应
当是最基本的遵循。从各地情况
看，不少流浪犬的产生正是由于养
犬人弃养所致，数量日多，繁衍无
序，终成祸患。

据统计，流浪狗的来源多数是
遗弃，少数是走失。从源头上严格认
养准入，避免随意遗弃，应为破除犬
患的治本之策。作为养犬人，应将对
犬只的爱首先体现在对其生命和安
全的全程负责上，加强自律，规范管
理，自觉进行犬只登记和防疫。

作为管理部门，则应着力实现
依法、严格、细化管理。目前很多
城市有养犬规定，对可豢养的犬只

种类、遛犬时段、环境卫生等作了
详细规定。一些地方还要求办理养
犬年检手续，犬只死亡、失踪或者养
犬人放弃饲养的，要办理注销手续，
否则不得再养犬；一些地方探索了
积分制，扰民、不拴狗绳等不文明行
为要扣分，并将其与诚信系统对接，
实现养犬市民的自我管理；部分地
区探索了用芯片植入等技术手段，
对犬只进行随时定位，一方面方便
主人寻回，一方面可以有效追踪，查
到遗弃的责任人予以追责。

规章制度不可谓不严密，但恶
犬伤人事件仍时有发生。症结在于
完备的规章没有得到严格执行。治

犬为末，管人为本。各地应在强化
管理上下真功夫，严格认养准入、
倡导文明养犬、鼓励群众监督，把
法律、道德、情感三条线拧成一股
绳，形成松紧有度的约束力，一头
拴住犬、一头管好人。

一座城市的温度，不仅体现在市
民的幸福感，也应让栖息其间的“人类
的朋友”感受到温暖，实现人与动物和
谐相处。城市管理者和市民应共同努
力，拿出爱心，形成合力，让流浪狗重
新找回温暖，让城市更加和谐有序。

自律加严管“拴住”流浪犬

殷国安

一男子因没有找到放在洗衣机
里的衣服，趁着酒劲，一怒之下把
洗衣机从五楼扔下，最终掉在了公
共厕所外面，厕所旁边的雨棚被砸
了个大洞，万幸的是当时路面上没
有行人。日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将该男子依法批准逮
捕。尽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依
据 《刑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6月 20
日封面新闻）。

人们常说高空抛物是“悬在城
市上空的炸弹”，从政府到法律界
人士，也想了许多主意，其中一个
就是，靠法律破解。此案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思路，就是用“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治理高空抛
物。这与我们过去的处置思路主要
有两点不同。

一是，过去当高空抛物造成人
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后，我们通常按
照《侵权责任法》规定，只追究民
事责任，主要进行经济赔偿。而一
旦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来处置，行为人就可能被追究
刑事责任。依据 《刑法》，放火、

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
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
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
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二是，当高空抛物没有造成严
重后果时，也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这样一来，高空抛物就由“结果
罪”变成“行为罪”了。行为罪，
是指以法定的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
犯罪既遂标准，不要求造成物质性
的和有形的犯罪结果，而是以行为
的完成为标志。结果罪，是指不仅
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
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

果。如果把高空抛物改为行为罪，
就意味着今后只要实施了高空抛物
就会被认为有罪，而不一定非要高
空抛物造成对社会的危害才追究行
为人的责任。

有人觉得，把高空抛物和放
火、决水、爆炸并列，是不是过于

“上纲上线”了？其实不是这样
的。从已经发生的案例看，一个从
天而落的苹果也让被砸的小女孩若
干天昏迷不醒；贵阳的王女士带着
4岁女儿走在一高楼楼下时，女儿
被楼上丢下的烟盒砸中，额头流血
不止……根据计算，一枚 30 克重
的鸡蛋从高处落下足以砸死人。如
此来看，“天降菜刀”“抛下洗衣
机”等行为确实应该以“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论处。这样，或
许可以大幅增强对高空抛物的威慑
力。

“高空抛洗衣机”被逮捕具有示范意义

史洪举

近日，一份 《惠安街道办红
白喜事操办标准》 引发热议。该
标准第一条规定：订婚彩礼不得
超过两万元，索要彩礼“严重
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对
此，兰考县惠安街道办事处社会
治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
是为了倡导婚俗新风。据悉，兰
考县曾发生过多起借彩礼敛财的
诈骗案件（6月20日澎湃新闻）。

近年来，屡被曝光的天价彩礼
可谓饱受诟病，但纠正过多索要彩
礼的风气，不能粗暴武断，“索要彩
礼严重者以贩卖人口或诈骗论处”，
不仅难以操作且明显与法治相悖。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借
婚姻索取财物。然而，与其说这是
法律的禁止性条款，不如说是倡导
性规定。缔结婚姻过程中，男方给
付女方彩礼是延续至今的风俗，虽
曾一度被废止，但在民间始终顽强
存在。而且，司法实践也并非一概
对彩礼说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返还彩礼需符合双方未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或者双方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或婚前给付
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等三种情
形，后两种情形还应当以双方离婚
为条件。即如果夫妻双方稳定地维
持着婚姻关系，不管男方给付多少
彩礼，都是不能索回的。

就此来看，当地街道办显然无
权对索要多少彩礼划定标准，更无
权将过多索要彩礼认定为贩卖人
口或诈骗。要知道，拐卖妇女儿童
主要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
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
童的行为，犯此罪者，最低也应判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按照传统习
惯索要彩礼的女方，怎么就沦为了
拐卖人口的犯罪嫌疑人？哪怕索要
十几万元、上百万元的彩礼，女方
家长就有“卖女儿”的故意？

据报道，兰考去年至今已发
生多起借彩礼敛财的诈骗案件，
今年年初才打掉了一个“一女嫁
五夫”、以结婚为由骗取彩礼连续
作案 5 起的骗婚团伙。这或许是
当地有关部门不得不遏制高额彩
礼的重要因素。但法治社会中罪
行法定，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则
不容突破。正常的索要彩礼与犯
罪风马牛不相及。有诈骗嫌疑的
索要彩礼行为是否构成拐卖人口
和诈骗犯罪，应该由司法机关根
据证据等依法认定，而非由不具
有司法权的部门随意扩大打击面。

彩礼一路攀升的背后，固然有
错误价值观引导下的不良风气作
怪，也不排除个别人把嫁女作为改
变贫困生活的手段。但更深层的原
因，恐怕与经济高速发展下贫富差
距带来的不安全感有关，哪个父母
不想女儿过上美好生活？随着观念
更新，很多父母并非将彩礼据为己
有，而是用于新人购置夫妻共同财
产，或扶持新婚夫妻创业。从这方
面来说，更应该将过高索要彩礼与
犯罪区别对待。

平心而论，矫正漫天要价式索
要彩礼的弊习很有必要，但初衷再
好也得讲究方法和路径。是否索要
彩礼、索要多少彩礼终究是民间习
俗问题，适当加以引导进而移风易
俗无可厚非。以“拐卖人口论处”，
显然是用力过猛的权力越界，凸显
当地相关部门法治涵养不足，有必
要及时纠正并引以为戒。

过多索要彩礼
以贩卖人口论是矫枉过正

长 途 漫 游
费 、流 量“ 漫 游
费”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然而，“归
属地营业厅”成
为不少用户心头
的“紧箍咒”。销
户、换卡、换套餐，
各类重要业务只
能回到归属地营
业厅办理，运营
商全国一体的资
费跑在了时代前
端，全国一体服
务体系却显得有
些跟不上脚步。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服务“漫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