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宁波中远海运集装

箱运输有限公司签发的海运

提单一份，提单号码：CO-

SU6182751510, 船 名 航 次 ：

KOTA PERKASA/0002W,

集 装 箱 号 ： FCIU9487986，

声明作废。

绍兴光青进出口有限公司

遗失浙象渔运 00022 号
船 检 验 登 记 证 书 ，编 号

3302250113010，所有权登记

证书，编号（浙象）船登（权）

（2011）FZ-100015号，国籍证

书 ，编 号（浙 象）船 登（籍）

（2011）FZ-100015号，声明作

废。 徐叶安
遗失合肥滨湖职业技术

学 院 毕 业 证 ， 编 号 为

130641201306000252,声明作

废。 龚美玲

遗失浙象渔运 032 船检验
登 记 证 书 ， 编 号
3302250052240，所有权登记号
B7-000965 证书一本；船籍登
记号 B7-000965 证书一本，声
明作废。 林咸友

遗失浙奉渔运 00109 号渔
运船捕捞辅助许可证，号码：

（ 浙 甬 ） 船 捕 （2013） FZ-
100025号，声明作废。 林仲贵

遗 失 出 生 证 明 ， 号 码
Q330067456，声明作废。

吴坤润

遗失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于 2015 年 8 月 2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
册号：92330212MA2EG7B850，声
明作废。 郑威

遗 失 残 疾 证 ， 证 号 ：
33020619900613091114，声明作
废。 叶健波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12054301，开户银行：宁
波银行北仑支行，声明作废。宁
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波建筑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浙江省宁波市国家税务
局通用机打发票，号码：03458194-
03458197，声明作废。宁波市北仑
区新碶蓝波文体用品店

遗 失 出 生 证 明 ，号 码
O330786159，声明作废。 吴思润

遗失《公众聚集场所投入
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
格证》编号（海公消安检字
【2017】第0090号，声明作废。
宁波珺璟餐饮娱乐有限公司

遗失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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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车辆的公告
截至2018年7月9日，在本市江北区庄桥街道辖区内“僵尸车”集中整治，尚有无人认领的机动车(小型轿车120辆，货车16辆）共计136辆（其中无

牌车辆 37辆）。请当事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个月内，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机动车合法证明，到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城建办公室办理认领手
续。逾期未认领的，将依法处理（附车牌号或车架号）。

特此公告
待认领的扣留机动车(小型轿车)车牌号及无车牌号车的车架号清单

浙B105C6 浙BS1Y83 浙L05836 浙B90H68 浙BY923Y 浙B5WT60 浙B220S1 浙B69K19 浙BB557A 浙B663AN
浙BYY163 浙B158P2 浙B9TN08 浙BD8C08 浙B2H660 浙B23841 浙BB896B 浙B92Z61 浙BL6M97 浙BR991Z
皖AA4805 浙BFP139 浙BAB011 浙B853E3 晋A16X17 浙B11V39 浙B921MS 浙BF939Z 浙BY815J 浙BPA756
浙BGG455 浙B705LC 浙B708KS 浙B59B81 浙B8QS21 浙B226L9 浙B3WU30 浙B230L0 浙B9D065 浙B35816
浙B22589 浙B9TN08 浙B15892 浙B15NO8 浙B982V0 浙B53X08 浙B609D3 浙BV8N25 豫NJ8109 浙BH5855
浙BE569L 浙B96P81 浙B6Z181 鲁RK339B 浙BR38Y8 浙B302FF 浙B5U563 浙B5RG03 浙BN673R 浙B372DN
浙B771J1 浙B5XE22 浙BC5K96 浙B273SR 浙BK32F3 浙B2SV58 浙FR075U 浙B2R327 浙B355YE 浙B9M478
浙B05A71 浙BYB222 浙B90W87 浙B73M63 浙BD265L 浙B22B67 浙B500L5 浙B2C338 浙B9C221 浙B9BB19
浙B5C983 浙B3L080 浙B2G830 浙B3M379 浙BY923Y 浙B0H68 浙BSIY83 浙B2SV58
LFBJCBB114JA53201 LS4ABB0F52F035892 LZACA2GA52A004503 LSVAADBO1YA003305 LS48CB1033A107539
LZWACAGA784115342 LKHCH1AC45AK11095 LSAADB3F34F044728 LS4ADB3F85F081582 LS4BCB0D43A171574
LDNK78YP330066943 LS4BDB1D74A100219 LGKZ32G739079353 LFBJBBB132J142622 LKHCH1AG45AK31654
LZAEF2G522A013446 LTJAOAOC33X013374 LSYGN4AF03K043398 LS4BCB1D04A157431 LVVDB12A45D128917 LS
VAF033642214300 LDC733L2140064344 LTJAOAOA7YX032015 LB37412S87H040139 LSVAF033932083815
LS4AAB3D18A052465 LDNE77YP150113865 LTJA0A0B53X052149 LS4BCB1D23A009912 LKHGF1AH24AC3004
L6T7524S59N051387 LSABCB1B33A067407

待认领的扣留机动车(货车)车牌号及无车牌号车的车架号清单
浙B3CQ27 浙B609A6 浙B018Z2 浙B28R39 浙BF816N 苏CTE571 浙BE0V60 浙BYB222 浙B188K9 浙B36457 浙BB9487
LJ11R44B686007443 L1J11KBBC9990522 LNYADDA24AKN03867 LZACA2GA52A004503 LSCAC13T65E012368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庄桥街道办事处
2018年7月9日

根据 《宁波市工业和信息产业基金参股子基金管
理办法》（甬工信基金办 〔2016〕 1号） 的规定，经项
目投资评审专家评审，宁波市工业和信息产业基金拟
参股设立 2 支子基金，现将子基金有关情况予以公
示。

1、浙江高能科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暂
名）。该子基金拟由天津中安和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或其出资
平台、宁波市奉化区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等共同设立，并申请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出
资，基金管理人为高能天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国投 （宁波） 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有限合伙）

（暂名）。该子基金拟由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工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或其出资平台等主要出资人共同设立，由国
投(宁波)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维科产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共同管理。

公示期为 2018年 7月 11日至 2018年 7月 17日，共
7天。对上述单位和个人如有异议的，请在公示期间与
宁波和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系，联系电话：0574-
87229273。

宁波市工业和信息产业基金管委会办公室
宁波和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1日

宁波市工业和信息产业基金
拟参股子基金公示

为 进 一 步 深 化 不 动 产 登 记 “ 最 多 跑 一 次 ” 改

革，决定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在市三区 （海曙、江

北、鄞州） 范围内实施同城通办，现将具体事项公

告如下：

一、通办业务范围

1、不动产交易登记业务 （通办前提：产权证须为

不动产权证）

(1)国有建设用地上的个人住宅 （含车位车库） 成

套商品房及存量房因买卖、赠与导致的转移登记；因

地址、姓名、身份证明类型或号码发生变化而导致的

变更登记。

(2)国有建设用地上的住宅 （含车位车库） 成套商

品房及存量房抵押权的首次、变更、转移、注销登记。

2、档案查询业务

核对不动产登记信息及出具查询结果，因税款缴

纳、银行贷款、人才补贴、限购证明等出具家庭住房

情况查询结果，打印不动产登记原始资料。

说明：除以上业务之外的其他业务，包括批量业

务、划拨土地、退税业务、申请房屋征收 （拆迁） 税

收优惠业务、司法处置等不动产业务均不在此次通办

范围，具体详见“宁波不动产”微信公众号及市国土

局官网。

二、通办形式

除档案查询外，通办的登记业务实行预约制度，

市民可通过“宁波不动产”微信公众号或“宁波市国

土资源局”官网进行预约申请。

三、开展通办服务点

市级：市 行 政 服 务 中 心 （鄞 州 区 宁 穿 路 1901

号），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江北办理点 （江北区白沙

路1号）；

海曙区：海曙区行政服务中心 （海曙区海光大厦

81890大楼）；

鄞州区：鄞州区行政服务中心 （鄞州区钱湖南路

578号）。

宁波市国土资源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宁波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委员会

2018年7月11日

关于实施市三区不动产登记
同城通办的公告

因工作需要,海曙区段塘街道面向社会公开招考3名
社区工作者，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1、招聘岗位：从事街道社区服务工作者（编外合同制）
2、学历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3、招聘范围：宁波大市常住居民户口（户口截止到2018

年6月30日），年龄45周岁以下（1973年6月30日以后出生）。
二、招聘程序
1、报名时间：2018 年 7 月 12 日-7 月 18 日(工作日时

间，8:30-11:15，14:00-17:15)。
2.报名地点：段塘街道办事处（鄞奉路 934号）1号楼

1408办公室。
3. 报名要求：详见段塘街道办事处网站：http://

www.haishu.gov.cn/col/col128120/index.html。
本招聘公告及本次招考相关事宜的解释权属海曙区

段塘街道办事处。咨询电话：87387089，87387052；联系
人：冯老师，毛老师。

特此公告。
海曙区段塘街道办事处

2018年7月11日

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2018年招聘
合同制工作人员从事社区服务工作公告

为保障宁镇路改造一期工程的顺利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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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自 2018年 7月 16日至 2018年 8月 16日，对
宁镇立交互通区域交通组织进行调整，具体措施如下：

一、施工期间，宁镇立交北向南下桥至镇海方向
闸道 （东外环左转进宁镇路） 进行临时封闭，禁止一
切车辆、行人通行。

二、施工期间，原宁镇立交—镇海方向通行车
辆，建议提前绕行北外环、中官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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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宁波市镇海区住房和建设交通局

关于宁镇路改造一期工程宁镇立交段
施工期间互通区域交通组织调整公告

NINGBO DAILY6 文化//广告
2018年7月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王 路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员
张薇） 近日，在宁波文化广场大剧
院举行的一场百人芭蕾专场体验活
动，让近百名舞蹈爱好者体验了芭
蕾艺术的独特魅力。这是娜塔莉娅
芭蕾艺术学校面向社会公众推出的
一项传播芭蕾美学的艺术普及公益
活动。

“娜塔莉娅芭蕾”是中国与乌
克兰合作打造的首个少儿芭蕾教育
品牌机构，于两年前落户宁波。这
所学校以乌克兰少儿芭蕾教育大师
娜塔莉娅·勒仁夫斯卡娅命名，倡
导娜塔莉娅芭蕾健康、快乐、唯美
的儿童成长教育理念。2017 年 1
月，它成为“一人一艺”社会空间
联盟机构。

昨天到场参加活动的有娜塔莉
娅芭蕾艺术学校舞剧教研室主任伊
拉·乔勒内和玛莉娅等优秀外籍芭
蕾教师。其中乌克兰籍的伊拉·乔
勒内是一位世界级的专业芭蕾老

师，1998 年她获得乌克兰哈尔科
夫“水晶鞋”杯国际青少年芭蕾比
赛一等奖，17 岁进入乌克兰哈尔
科夫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当女主
角。她 18 岁获得乌克兰哈尔科夫
州国家天才艺术基金的资助，进入
奥地利维也纳国家音乐学院芭蕾舞
系学习，19 岁毕业并获得硕士学
位，并于当年进入世界十大芭团之
一的奥地利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
成为主角演员，现从事编舞和芭蕾
一线教学。

活动开场，由娜塔莉娅芭蕾
艺术学校的一群小学员向观众献

演了 《春之梦》 等芭蕾舞节目，
展示了她们芭蕾舞学习的成果。
随后，在伊拉·乔勒内等外籍芭
蕾老师的带领下，在场的舞蹈爱
好者模仿学习芭蕾舞的动作。“举
手、打开、转圈……”在老师的
指导下，台下近百名舞蹈爱好者
开始学习芭蕾的一招一式，体验
了芭蕾优雅、高贵的艺术魅力。
一位带着孩子前来体验的家长表
示，这样的互动体验活动向市民
提供了一个艺术熏陶的机会，同
时也是一个激发孩子学习艺术兴
趣的契机。

百人芭蕾专场体验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林海）“中国大
运河体系是由秦始皇开创的，而
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时曾经到过
宁波。”昨日，在宁波举行的“中国
航海日”行舟致远航海文化论坛
上，来自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的副院长费维军抛出了这样惊人
的观点。

经费维军考证，古代被称为
“漕渠”“漕河”“运河”的中国大运
河，作为国家水道体系始于秦始
皇。秦始皇帝二十八年的琅琊台
刻石就有记载：“应时动事，是维
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秦始
皇帝三十二年还有记载：“始皇之
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
刻碣石门。坏城郭，决通隄防。”

而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
前210年）在会稽郡的路线行程记
载主要来自《史记》《越绝书》。《史
记·秦始皇本纪》称：“过丹阳，至

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
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
而立石刻颂秦德。”据《越绝书》记载：

“东游之会稽，道度牛渚。奏东安，东
安，今富春。丹阳，溧阳，鄣故，余杭轲
亭南。东奏槿头，道度诸暨、大越。以正
月甲戌到大越，留舍都亭。”这一段旅
程终点是东边的“槿头”而途经的诸暨
和大越，故“槿头”应当还在大越之东，
而且很可能是到了海滨之地而“望于
南海”，其地望应在今宁波。

交通部专家费维军：

秦始皇曾经到过宁波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

员陈敏健）为期两天的浙江省第
九届十大城市戏曲演唱联赛日前
在嘉兴平湖落下帷幕。由市文化
馆群星戏剧社成员组成的宁波代
表队参加了此次大赛。他们带去
了 3 台越剧和甬剧剧目，与省内
其他城市表演队的京剧、昆剧、婺
剧、绍剧等剧目同台竞技，以出色
成绩摘得两个金奖、两个银奖，成
为本次大赛当之无愧的大赢家。

宁波代表队的艺术指导老师
王丽娟介绍，为了出征本次戏曲
演唱大赛，他们召集了一批宁波
当地的优秀业余戏迷，与指导老
师陆玉珍、领队卢宏海一起，悉心
编排了 3个参赛节目。其中，尹派
票友李锡年表演的是越剧《浪荡
子》经典选段《叹钟点》，凭借其娴
熟流利的唱腔和精湛的演技征服
了现场的观众和评委，最终以

9.77分的全场最高分获得个人赛金
奖的第一名。在组合赛比赛中，宁波
代表队参赛的节目是越剧《花中君
子》选段《骂堂》，由票友唐瑜婕和李
锡年联袂献演，最终获得了组合赛
银奖。票友史艳参赛的是甬剧经典
剧目《典妻》中的选段《回家路上》，
她凭借真挚、朴实的表演摘得个人
赛的银奖。此外，宁波代表队选送的
3个戏曲节目凭综合总分赢得了团
队总分的第一名。这是九届戏曲联
赛举办以来宁波代表队首次获得这
一殊荣。

浙江省十大城市戏曲演唱联赛
已经举办了 14年，成为全省繁荣戏
曲文化、推动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
一个品牌活动，同时也是丰富群众
精神生活的一道文化大餐。本次大
赛，宁波代表队获得的佳绩体现了
戏曲艺术在宁波基层群众中得到了
很好的普及和传承。

全省十大城市戏曲演唱联赛

宁波代表队成为大赢家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
朱恒）昨日，浙江省第 16 届运动
会蹦床技巧比赛在湖州落幕，来
自杭州、宁波、湖州等 7个城市的
122 名运动员分别角逐蹦床、单
跳、技巧三个大项的 15 枚金牌。
来自镇海蹦技学校的运动员代表
宁波队出场，获得 8金 4银 3铜的
好成绩。

本次比赛镇海蹦技学校派出
29 名运动员代表宁波队参加。这
些运动员年龄最小的仅 7 岁。蹦

床上，他们腾空高飘，下落平稳；单
跳板上，动作连贯，一气呵成；技巧
场上，力与美结合得天衣无缝。最终
宁波队获得 8 枚金牌，占金牌总数
一半以上，继续保持团体总分第一，
金牌总数第一，省内领先地位无人
撼动。

赛后镇海蹦技学校校长祝纪明
表示：“奖牌只代表一时的荣誉，每一
次比赛的落幕都是下一段征程的开
始，我们将不忘初心，奋力前行，争取
走上更高的领奖台，为宁波争光！”

省运会蹦技项目结束

宁波队斩获8枚金牌

本报讯（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唐慧晔 虞默之）前日，海曙区
白云街道白云庄社区首批民间小
导游试点“上岗”，在白云庄向八
方来客介绍家乡文化。

白云庄创建于明末清初，属
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是
浙东学派代表人物黄宗羲所创

“甬上证人书院”的讲学处。记者在
活动现场看到，白云庄首批民间小
导游有 12 人，他们中有小学生，也
有大学生。现场，在宁波市天一阁博
物馆研究馆员王宏星的培训下，他
们边听边学，还试着讲解。之后，小
导游将不定期地“上岗”，宣传白云
庄浙东文化。

民间小导游为白云庄“代言”

本报讯（记者林海）近日，
2018 浙江省体育记者漂流赛在
江山市浮盖山峡谷赛场举行，赛
艇世界冠军严诗敏领“漂”，20多
家媒体的体育记者以及 500余名
水上运动爱好者参赛。本次比赛
由浙江省体育记者协会、衢州市
旅委、江山市人民政府主办。

严诗敏表示，作为一名水上

项目的运动员，她对水一直怀有特
殊的感情。此次能够参与这样的活
动，在青山绿水间漂流，感觉非常
棒。她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人能够参
与这样的赛事，参与这样的活动，享
受运动带来的快乐。赛事期间，省体
育记协组织体育记者对雅加达亚运
会、第十六届省运会的新闻宣传报
道进行了探讨交流。

体育记者与世界冠军一起漂流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房
炜）“海定波宁，鱼米之乡，这就是我可
爱的家乡宁波，我叫张人亚，喔，我还
有许多名字，引川、静泉……”故事在
张人亚的自述中开始了。昨天晚上，由
宁波市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话剧《守
者无悔》进行了第一次合成排练，该剧
将于7月25日在天然舞台演出。

大型话剧《守者无悔》主要讲述

了以张人亚和他父亲张爵谦等为代
表的一群普通百姓守护党章的感人
故事。该剧被市委宣传部列为文化
精品工程重点扶持项目。去年年底
启动，前期筹备工作历时大半年。为
了更好地还原张人亚及其家人保护
党章的感人故事，剧组先后到中国
历史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北仑霞
浦张人亚故居查资料、访专家，掌握

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史料。剧组同
时积极与张人亚的亲人进行沟通对
接，听取他们对剧本的意见建议。经
过半年的准备，该剧于 6 月 11 日在
天然舞台正式开排。该剧的导演是
宁波市话剧团（海曙话剧中心）艺术
总监李伯男，新锐编剧洪靖惠担纲
剧本创作。记者了解到，该剧在尊重
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为了衬托张人

亚的形象，进行了艺术加工，使整台
戏更富有张力，更具可看性。

《守者无悔》是我市为庆祝改革
开放 40周年、讴歌伟大新时代而创
排的一部大型的红色题材话剧。该
剧的创作得到了张人亚祖籍所在地
北仑区的大力支持，不仅给予资金
扶持，而且为艺术创作提供史料考
证。

讲述张人亚守护党章的故事

话剧《守者无悔》7月25日首演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朱红宇） 昨晚，“合唱梦·边
疆情-宁波合唱团公益文化延边
行文艺晚会”在延吉市会展中心
剧场举行。本次活动由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
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
办。

宁波和延边两地，结合各自

的文化资源和基础，决定以合唱艺
术这条文化脉络进行结对。双方拟
建立一个合唱辅导的平台，宁波定
期或不定期派骨干老师辅导结对合
唱团，举办合唱教学、合唱交流及
合唱普及等文化互动活动。昨晚，
宁波合唱团与延吉市文化馆雅人伽
倻琴弹唱团举行了简单而又隆重的
结对仪式。

宁波合唱团延边开展文化帮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