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太平船务(中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签发的海运提

单 一 份 ，提 单 号 ：NG-

ZF80042300，船 名 航 次 ：

YONG XIN 101 8006S，

集装箱号：PCIU1532142，声明

作废。

广州市图美广告材料有限

公司

遗失《浙江省行政、司法执

法 暂 扣 款 票 据 》 编 号

1550341651——1550341675，

声明作废。

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中

马派出所

遗失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

有限公司船公司签发的海运提

单 一 份 ，提 单 号 ：CO-

SU6195740200，船 名 航 次 ：

KOTA PETANI 0001W，集

装 箱 号 ：CCLU3934292，声 明

作废。

绍兴卡塔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出生证明一份，编号

为：S330047858，声明作废。

曹博研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24659301，开户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大庆南

路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学前教育研究会

招租公告

今有宁波市海曙区集仕港

镇威尼斯广场业主委员会，公

开对外招租；欢迎有实力的单

位 前 来 洽 谈 。联 系 电 话 ：

88431026、13003762851崔先生

宁波市海曙区集仕港镇威

尼斯广场业主委员会

更正公告

慈溪优年五金工具有限公

司于 2016 年 3 月 4 日在《宁波

日报》刊登的注销公告中“经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销”更

正为“经董事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特此公告。

慈溪优年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工厂出租或外包

位于宁波市域内的一家铸

造加工厂，环保手续齐全，进入

工信部准入门槛，拥有若干条

粘土流水线和聚脂砂流水线，

检测设备完善，业务稳定，年可

生产铸件 10000 吨左右，现意

欲出租或外包，欢迎来电咨询。

联系人：王经理

手机号：15867227742

奉化市良欣防爆电子设备

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浙江围海科技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1MA2CJPMK7D），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将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0000 万 减 少 至 人 民 币 5000

万。特此公告。

浙江围海科技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遗失启事 公告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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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0——550000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8号 87103796 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88弄20号 88185893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83号-4 87842289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94号 87912229
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70号 87676005 洪塘发行站 洪塘中路22号 87591475
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93号 88117061 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834号 88254798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计划停电预告

12月 17日 星期一 海曙：集士港镇：博物馆（8:30-
16:00）高桥镇：华达、恒丰、新吴、福达刀片、春山、聚力、奥嘉
达（5310602079）、长青（5310200379）、驭悦（5318104145）、杰
胜 （5310200354） 、微 微 （5320146577） 、工 程 塑 料

（5310110841）、卖面桥村一带、雄达（5310114610）、奥嘉达
（5310200267）、捷顺（5318011551）、华鹰（5320028578）、太星
（5320117858）、紫杨（5318000751）、东方（5310114150）、鼎文
（5310113680）、华森（5318031608）（8:30-14:30）高桥镇:安雅
迪光电（5320044854）、帆翔服饰（5320137686）、航天旅游玩具
厂（5310113530）、开 浩 塑 料 制 品（5320124042）、永 旺 塑 胶

（5310602640）、集士港协鑫模具塑料厂（5318000752）、自由者
汽车部件（5310200410）（8:30-14:30）集士港镇：卖面桥村楼
下陈一带（8:30—14:30）。

12月18日 星期二 海曙：望童北苑部分（9:00-16:00）
集士港镇：汽配厂、奥德纳米、望春工业发展、丰成村一带

（8:30-16:00）万顺工具、南门子工具、龙观神力工具厂、天海
它山实业（9:00-14:00）高桥镇梁祝村孙家一带（8:30-16:00）
石碶街道星光村仇家自然村附近一带（7:30-14:30）。江北：甬
江街道夏家村振江路一带 （8:30-14:30）洪塘街道金葵工贸

（8:30-15:00）。
12月 19日 星期三 海曙：莲桥第部分用户 （9:00-

16:00）鼎力金属制品厂、润盛车辆、华晨阀门（8:00-15:30）莱
堡制冷设备、科威机械制造（8:00-15:30）。江北：甬江街道河
东村一带，飞欣木材、市政工程建筑、甬发通信、捷瑞汽车、
塑料电镀厂、嘉隆车料（8:30-15:00）洪塘街道北城春色小区

（8:30-15:00）慈城小山村、利芳石料加工厂、恒源建筑材料有
限公司（8:00-16:00）。

12月 20日 星期四 海曙：高桥镇：通投（8:30-16:00）
集士港镇：路灯 1号箱变（9:00-16:00）中兴计时器厂、振兴橡
塑厂（8:00-15:30）集士港镇：岳童村岳阳自然村带 （8:30-
16:00）。江北：洪塘街道洲升太阳能（9:00-15:30）洪塘街道颐
和名苑小区（8:30-15:00）。

12月 21日 星期五 海曙：古林镇：格瑞特 （8:30-
16:00）集士港镇：宝翔、祝家桥经合社、四海、祝家桥一带（8:
30-16:00）崔岙老村 2 号公变、崔岙 5 号公变（9:00-12:30）密
岩1号公变（10:00-13:30）。江北：甬江街道宁波大学西校区一
带，中通物流（8:30-12:30）洪塘街道景通置业（9:00-16:20）。

12月22日 星期六 海曙：高桥镇:水厂（8:30-24:00）。
12月23日 星期日 海曙：高桥镇:水厂（8:30-24:00）。
增加：
12月11日 星期二 海曙：高桥镇：江诺（9:30-17:00）。
12月 12日 星期三 杭州湾新区：宁波安泰光伏发电

有限公司、滨海一路路灯变、兴慈四路路灯变、浙江联通、慈
溪移动（8:45-16:30）。

12月13日 星期四 杭州湾新区：西三村部分地区、庵
东镇人民政府路灯变、耀进机械（7:30-15:00）。

12月14日 星期五 杭州湾新区：富北村部分地区、凯
美模具厂、力涛五金厂、张根五金厂、定如弹力棉花梳理
厂、慈溪市涵锐电子有限公司、崇寿镇四灶浦反水站（13:00-
16:00）开乐电机、宁波新三和壳体有限公司、宁波费曼电缆有
限公司（9:00-13:00）。

12月15日 星期六 海曙：众凯仓储、思弗曼贸易、粮
食收储、洞桥镇人民政府、宁波首创厨余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三村新苑 1号配电室（8:00-10:00）建筑机械厂、宁锋电镀、利
国锻造、张家垫 1号公变、张家垫 4号公变、张家垫 7号公变、
张家垫2号公变、张家垫5号公变、张家垫新村1号配电室、洞
桥镇人民政府、双菱减速机、宇龙混凝土（8:00-15:0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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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昨日播发 《中流击楫
破浪前行——从改革开放 40 年看
中国砥柱》。

历史进步的背后，必有坚强领
导力量的引领。

“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
党，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

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改革开
放 40 年历史和实践作出这一重要
论断。

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的关键
抉择，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

宏伟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亿
万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实现历

史性跨越；
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肩负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全文分三部分：一，使命与担当；
二，接续与升华；三，执着与奋进。

（全文请扫二维码）

中流击楫 破浪前行
——从改革开放40年看中国砥柱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人民
日报记者张璁 新华社记者熊丰）
根据公安部统一部署，日前，山东省
公安机关依法侦办一起严重暴力犯
罪案件，钟某峰、郑某冰、葛某高等
10 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因涉嫌妨害
公务罪、故意伤害罪、聚众扰乱公共
场所秩序罪、寻衅滋事罪等被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0 月 4 日至 7 日，山东省平度
市发生一起少数打着“退役军人”旗
号的人组织的聚集事件。其间，聚集
人员非法游行、示威、静坐，极少数
人实施暴力袭警、打砸车辆等严重
违法犯罪行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
和重大经济损失，对社会公共秩序
造成重大危害。公安机关调查发现，
参与此次严重暴力犯罪的人员成分
多样、背景复杂，极少数有违法犯罪
前科人员是此次暴力袭警、打砸车
辆的主要参与者。其中，郑某冰此前
因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分别被
判处拘役和有期徒刑，并因吸毒多
次被查处；杨某青 2018 年 5 月因涉
嫌吸毒被查获；刘某亮 1989年因盗
窃罪、销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年；
葛某高 2010 年因保险诈骗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3 年；成某
2018年因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

经初步调查，9 月 30 日至 10 月
4 日，山东平度人员于某峰、栾某
军、兰某光等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
进行串联动员，策划国庆节期间以

“旅游”名义进京非法聚集上访。在

当地党委和政府解释、劝阻过程中，
于某峰、栾某军、兰某光等人相继在
多个微信群内发布“被殴打”等虚假
信息并与王某章等人联系，煽动“声
援”。于某峰、栾某军还故意“碰瓷”，
声称遭到殴打，后到平度市人民医
院经 CT 等多项检查，两人均未发
现异常。其间，王某章到医院录制两
人被“打伤”就医的不实视频，发布
到微信群继续欺骗、煽动到平度“声
援”。

10 月 5 日 7 时 50 分起，至 6 日
中午，青岛和山东其他地市及安徽、
江苏、河南、河北、辽宁等省市部分
人员陆续到达平度市人民会堂广
场，人数增至约 300 人。其间，聚集
人员打标语、喊口号、拉警戒线，并
扛旗列队迎接“声援”人员，引发群
众围观、交通受阻。

串联过程中，王某启、季某敬、
葛某高、田某才、宋某士等人通过微
信、现场演说等方式，大肆煽动挑唆
并扬言要动用武力，“我们打死一个
算一个，多打死几个，震惊全国”。

5 日 14 时 36 分、6 日 13 时 41
分，平度卢某寿、刘某礼等人雇车将
张某美专门购买的 105 根木棍，含
长 1.8米的大锤把 60根，长 1.2米的
镐把 45 根和 8 箱共计 16 个干粉灭
火器及一袋腻子粉送至聚集现场。

聚集期间，平度市委和市政府
先后 4 次派党政干部主动沟通对
话、现场听取诉求，但聚集人员提出
必须对所有来平度“声援”人员给予

经济补偿等无理诉求，并拒绝离开
现场。

10月6日14时36分，30余名聚
集人员越过警戒线到场外接应新来

“声援”人员时，现场执勤民警上前
劝阻。站在花坛上拍摄聚集现场的
季某敬将劝阻民警一同带倒跌落坠
地，田某才等人借机推搡殴打执勤
民警，民警及时采取措施，将其中 8
人带上现场警用大巴车。

14时43分，钟某峰、郑某冰、葛
某高等带领约 60名聚集人员，手持
木棍和灭火器从聚集现场赶过来，
随后疯狂实施暴力袭警、打砸车辆
行为。王某启和钟某峰等人首先持
灭火器向执勤民警和警用大巴喷射
干粉。随后，杨某青持木棍将大巴车
车窗打碎，陈某等多人随即持灭火
器向车内喷射，并打砸大巴车，围攻
殴打现场执勤人员。由于受干粉喷
射，车内执勤民警和被带离人员呼
吸困难，被迫从车辆天窗口爬至车
顶，现场聚集人员仍不甘心，继续用
灭火器喷射车顶上的民警并投掷石
块。在此过程中，现场执勤民警始终
规范文明执法，保持了冷静克制。

这一系列暴力打砸行为，历时
11分钟，共导致34名执勤民警及群
众受伤，1 部警用大巴、3 部社会车
辆被砸毁。其中，青岛市公安局一名
领导干部头部缝合 6 针、两根肋骨
和肩胛骨骨折、脾脏挫裂、双肺挫
伤；青岛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支队长
头部遭重击致颅内出血，中枢神经

严重受损，构成重伤二级。
聚集事件对当地社会秩序和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104
家商场、超市、门店被迫关门停业，
11条公交线路960辆次公交车被迫
调整运营，多条道路无法通行，直接
经济损失820余万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经缜密侦查，
初步锁定了涉嫌违法犯罪人员，并
对此次事件中参与暴力袭警、打砸
车辆、购买凶器及组织煽动的相关
涉案人员依法传唤审查。对其中实
施暴力打砸的骨干人员、现场组织
指挥的首要分子以及煽动串联、提
供犯罪工具的主要人员钟某峰、郑
某冰、葛某高等 10 人，公安机关分
别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寻衅滋
事罪等，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表示，此次事件是极
少数不法分子藐视国家法律、挑战
执法权威，有组织、有策划、有预谋
实施的一起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严
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严重危害公
共安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了
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我国是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绝对没有法外之地
和法外之人。自觉遵守国家法律、依
法合理表达诉求、维护社会正常秩
序，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对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都将
坚决依法予以打击，切实维护社会
正常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公安机关依法侦办一起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10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新华社北京 12月 9日电 12
月 9 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下发通
知 ， 要 求 各 地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

（局）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
作系列重要论述，在当地党委、政
府领导下，带着责任和感情扎实做
好退役军人信访工作，切实维护广
大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通知指出，要把落实政策作为
治本之策，不等不靠、主动作为，
按照中央有关政策规定，创造性地
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办法，妥善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要坚持重点问题重
点解决，对应安置未安置、安置后
非个人原因未上岗、安置后下岗失
业再就业困难等具体情况，积极拓
展就业渠道，通过开发公益岗位、

组织专场招聘会、落实企业优惠政
策等方式，解决实际问题。要加强
统筹协调，科学制定安置计划，拿
出高质量安置岗位，确保年度安置
任务圆满完成。近期，要结合退役
军人反映个别政策落实不到位的信
访突出问题，采取个案督办、带案
督查方式，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层
层强化主体责任，确保有政策规定
的坚决落实到位。

通知强调，要大力宣传正面典
型，以“最美退役军人”学习宣传
活动为载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推选
和集中宣传本地区退役军人群体先
进典型事迹，引导广大退役军人保
持优良作风，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努力营造退役军人珍惜荣誉、奋发
图强的浓厚氛围。要强化正面舆论
宣传，引导广大退役军人自觉遵守

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秩序。
通知明确，要加强退役人员服

务管理，坚持党建引领，进一步提高
精准化服务、精细化管理水平。要深
入进行走访慰问，结合元旦、春节等
重要节日，广泛开展大走访送温暖
活动，坚持把解决实际问题与开展
思想工作相结合，把做个别退役军
人疏导工作与做退役军人家属劝解
工作相结合，消除思想隔阂，取得理
解支持。要开展“一对一”帮扶援助，
通过建立帮扶援助机制，用足用好
社会保障、临时救助、住房医疗政
策，对生活有困难的，采取有力兜底
措施，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

通知要求，要坚持热情文明接
待，进一步规范信访工作，注意方
式方法，做到严格依法按政策办
事。要畅通信访渠道，确保每一个

来访退役军人都得到认真及时接
待。要落实首办责任，以减少越级
到省访进京访。要认真办理部分退
役军人反映的诉求，对合理合法、
条件具备的信访事项，推动及时妥
善解决；对不合理诉求，加强政策
解释宣传。要充分发挥基层乡镇、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与退役军人接
近、开展工作便利的优势，主动靠
前了解退役军人情况，努力把矛盾
和问题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
态。要加大网上信访宣传力度，让
退役军人切实感受到通过网上信访
反映问题与来信、来访具有同等效
力。对退役军人事务部交办的信访
事项，要加快进度，按时高质办
结。对极少数打着“退役军人”旗
号的违法犯罪分子，要积极配合公
安部门依法处置。

退役军人事务部下发通知

要求带着责任和感情扎实做好部分退役军人信访工作

据新华社南宁 12 月 9 日电
（记者杨维汉 姜潇 覃星星） 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 9
日上午飞抵南宁，出席广西壮族
自治区成立 60周年庆祝活动。中
央代表团在机场受到广西各族群
众的热烈欢迎。

上午11时30分许，中央代表
团乘坐的包机徐徐降落在停机坪
上，等候在这里的 500 多人的欢
迎队伍爆发出热烈掌声和欢呼

声。汪洋走出飞机舱门，向欢迎
群众挥手致意。

担任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孙春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白玛赤林，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全国政协
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巴特尔，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
主任苗华一同走下舷梯。中央代
表团成员同期抵达。

中央代表团飞抵南宁
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

据新华社合肥 12 月 9 日电
（记者徐海涛） 氢能是一种能量
高、洁净的可再生能源，通过
电化学水解制备氢气是当前的
研究热点之一。近期，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俞书宏教授团队和

高敏锐教授团队合作，研制出
一种高性能低成本的新型三元
纳米片电催化剂，展现出工业
级的优异电解水制氢潜能。国
际 学 术 期 刊 《德 国 应 用 化 学》
日前发表了该研究成果。

我国学者研制出高性能低成本的
电解“水制氢”催化剂

据新华社郑州12月9日电
记者 王烁

董天知，原名董亮，曾易名
董旭生，1911 年生，河南荥阳县
人。早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直
接受党的著名农民运动领导人彭
湃的影响，参加革命活动。1929
年，他考入北平宏达学院，参加
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
组织。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任共青团北平市委组织干
事兼儿童局书记。1930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1 年董天知被捕入“北平
军 人 反 省 分 院 ”（即 草 岚 子 监
狱），敌人施尽种种酷刑。在政治
诱降和死刑威胁面前，他始终大
义凛然，忠贞不屈。

1934年冬，狱中政治犯 50余
人，为要求下镣、看报，举行绝
食斗争。组织上考虑到董天知长
期卧病不起，身体虚弱，决定不
让他参加。他坚定表示，“个人生
命事小，政治影响事大。”毅然参

加绝食斗争。到斗争取得胜利
时，董天知已是奄奄一息。

1936 年 9 月，董天知经党组
织营救出狱，10 月下旬被中共中
央北方局派往山西开展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工作。参与领导山西牺
牲救国同盟会和建立山西新军的
工作。1937 年 9 月在牺盟会第一
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和
抗日救亡先锋总队总队长。曾率
山西各界慰问团到华北前线慰问
抗日的第 29 军将士。同年 11 月起
先后任山西抗敌决死第 3 总队政
治主任、第 3纵队政治部主任和纵
队军政委员会书记（后任政治委
员）、山西第 5 行政区保安司令部
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粉碎了反动
军官李冠军策动的军事叛乱，指挥
部队在晋南、晋东南配合八路军主
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为
把新军建设成一支真正的人民军
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40 年整军后，董天知任八
路军 129 师决死第三纵队政治委
员。1940 年 8 月，董天知率部参
加百团大战时，在山西潞城王

（郭庄） 村战斗中，为掩护部队突
围，亲率警卫排奋勇作战，因寡
不敌众，28 名官兵全部壮烈殉
国。董天知牺牲时年仅29岁。

抗日壮士 英气冲天
——董天知

新华社北京 12 月 9 日电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 9日紧
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
德，就美方无理要求加方拘押在
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负
责人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乐玉成指出，美方所作所为

严重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正当权
益，性质极其恶劣。中方对此坚决
反对，强烈敦促美方务必高度重视
中方严正立场，立即采取措施纠正
错误做法，撤销对中国公民的逮捕
令。中方将视美方行动作出进一步
反应。

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华大使
就美方要求加拿大拘押华为公司负责人
提出严正交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