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财务章 1 枚，声明
作废。宁波市海曙区海艺演
出服出租店

遗失股权证，股权证号
码 ： 22150812，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227194502104922，
声明作废。

林奇娥
遗失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1

份，证号 330014860，声明
作废。 王梦悦

遗失宁波奥克斯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
通 发 票 1 张 ， 发 票 代 码
3302154350， 发 票 号 码
01191847， 金 额 10000 元
整，颐璟园三期东区 38 幢
2003 业主：张瑜，声明作
废。 张瑜

遗失开户许可证副本，
核 准 号 ： J3320020289901，
开户单位：宁波市北仑红树
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声明作废。宁波北仑农
村商业银行戚家山支行

遗失由泛亚班拿国际货运
代理 （中国） 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签发的一式三份正本提
单，提单号：NGB594701，航
名 航 次 为 ： MOLBENEFAC-
TOR VOY 846W，声明作
废。
宁波市君锋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副本，登记证号：浙甬仑
民证字第 090287 号，声明作
废。

北仑区里仁为美志愿服务团

遗 失 流 水 号 为 ：
QBBF1800333255，
QBBF1800351324， CF-
BA1809917202， CF-
BA1811037821 四份保单，声
明作废。中国太平洋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遗失四小证和大副证各 1
本，证号为 Z07-B-104003,C07-
2331805，声明作废。 陈东

遗失宁波增值税普通发票，
心尚园第1-39号车位购买发票，
发 票 号 码 ：02385912，金 额 为
142000 元，姓名：陶晨旭，身份证
为：330225199411081278，声明作
废。 陶晨旭

注销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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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镇海轩美服装经营
部（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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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宁波江北区宁镇公路490号 （三官堂）
电话：87666188 87612668 日期：2019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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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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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浙江
美国
天津
浙江
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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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3586507407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15258364860

物资名称 型号 产地 价格 联系电话

华东物资城浙甬市场建材价格行情 爱丽沙
世爵壁纸
欧雅墙纸
米兰墙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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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10M
0.53*10M
0.53*10M
0.53*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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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
浙江
上海
上海

东南亚
东南亚
东南亚
东南亚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736-848元/卷
118-296元/卷
169-466元/卷
260-636元/卷

168元
160元

178元
178元
235元
215元
345元
170元

135元

15258364860
15888021063
15888021063
15888021063

87909115
87909115
87909115
87909115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87357258

物资名称 型号 产地 价格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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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特朗普本
月 2日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告诉在场
官员及媒体记者：“我收到金正恩
一封了不起的信。”他一边说，一
边从桌面上拿起信件示意。

特朗普说，他与金正恩“6 个
月前在新加坡会晤，如今可能再次

会晤，他想见面，我也想见面……
我们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举行 （会
晤） ”。

特朗普 1 日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说，期待与金正恩见面，

“朝鲜有很大的经济潜力”。次日早
些时候，特朗普再发推文：“金正
恩说朝鲜不会生产或试验核武器
……说愿意随时会晤特朗普总统。”

朝鲜去年 4月宣布中止核试验
和洲际导弹试射，5月在国际媒体
见证下废弃北部核试验场。特朗普
与金正恩去年 6月在新加坡首次会
晤并发表联合声明。美方承诺确保
朝方安全，朝方重申坚定致力于朝
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特朗普去年 11 月告诉媒体记
者，他期待 2019 年早些时候再次
会晤金正恩。

特朗普在 2 日内阁会上提及
金正恩发表的新年贺词，说看了

美国媒体对金正恩贺词的报道，
“金委员长在贺词中说乐意见面
谈，想要无核化，许多好的事情
正在发生”。

朝鲜中央电视台 1日播出金正
恩发表新年贺词的视频。金正恩
说，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是朝
方不变的立场，朝方因而宣布不再
制造或试验核武器，不使用或扩散
核武器，采取了一系列实际举措。
如果美方能对朝方先行主动的举措
回以相对应的值得信赖的举措，朝
美关系将更好更快地前进。

金正恩说，他愿意随时与美国
总统再次会晤。但如果美方不遵守
承诺，误判朝鲜人民的耐心，依然
对朝制裁施压，那么，朝方可能不
得不为自身主权和最高利益、为实
现朝鲜半岛和平安全而“寻求新
路”。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特朗普与

金正恩去年 6月会晤后，双方就半
岛无核化的“含义”发生分歧，美
朝之间的谈判步伐变慢，美朝高级
别会晤临时推迟。路透社报道，美
朝领导人会晤以来，“实质进展很
少”。

不过，特朗普在 2日内阁会上
说 ， 美 朝 之 间 “ 实 现 了 许 多 进
展”，他本人与金正恩“建立了非
常好的关系”。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我完全
不着急。我没有必要着急。我知道
的是，现在没有导弹，没有试验”。

路透社报道，朝方希望美方解
除对朝制裁、正式结束朝鲜战争，
以回应朝方先前废弃北部核试验
场、拆除西海卫星发射场等举措。
美国已暂停部分与韩国的大规模联
合军演，以助力美朝谈判，但主张
在朝鲜完全、可验证的无核化以前
严格保持对朝制裁。

特朗普称收到金正恩来信

再次见面“不会太遥远”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本月2日说，他已收到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来信，可能
与金正恩在“不太遥远的将
来”再次会晤。

特朗普与金正恩去年6月
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并发表联合
声明。美方承诺确保朝方安
全，朝方重申坚定致力于朝鲜
半岛完全无核化。

1 月 2 日，在德国北部小城维
斯马，街道被海水淹没。

近日，德国北部沿海小城维斯
马遭遇海水倒灌，部分市区街道被
波罗的海海水淹没。

（新华社/路透）

德国北部小城
遭遇海水倒灌

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一
项调查显示，至少 159名警察 2018
年自杀身亡，连续三年超过因公殉
职人数。

《赫芬顿邮报》 2 日以非营利
团体“蓝色关怀”发布的调查结果
报道，151 名男警员和 8 名女警员
2018 年自杀身亡，总人数与 2017
年持平，比 2016 年多 19 人。美国
全国警官纪念基金会年度报告显
示，去年殉职警察共计 145人。以

12 月为例，20 名警察自杀，10 名
警察殉职。

蓝色关怀副主席杰夫·麦吉尔
说：“执法人员死亡的最大原因只
有一个：自杀。”

这一团体设在马萨诸塞州，由
在职和退休警察、专业医务人员等
运营。由于联邦政府没有授权公开
警察自杀情况，这一团体只能从多
个渠道获取原始数据并核实，来源
包括执法机构和死者亲属。

蓝色关怀所做调查显示，去年
自杀身亡的警察平均年龄 41 岁，
平均工龄 15 年；加利福尼亚州、
佛罗里达州、纽约州和得克萨斯州
人数最多，每州至少 10 人。这一
团体的共同创始人史蒂文·霍夫认
为，收集可能有疏漏，实际人数可
能更高。

不少分析师认为，警察自杀死
亡率高于军人以外的其他职业，原
因包括工作压力。

美国警察自杀人数连续三年超殉职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月3日
电（记者和苗） 哥本哈根消息：
丹麦警方 3日在丹麦中部列车事
故现场又发现两名遇难者遗体。
目前已确认 8人在这起事故中丧
生。

据丹麦媒体报道，2 日早
上，一辆载有 130余人的客运列
车行驶在连接西兰岛与菲英岛的
大贝尔特桥上时，与从一辆货运
列车倾落的货物相撞，然后紧急
停车。

菲英岛警察局长阿尔内·格
拉 姆 3 日 在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说 ：

“警方对受损列车进行了整晚搜
索，大风、恶劣天气和严重受损的
车体令 （警方） 进入车厢各个角落
非常困难，这给搜索工作带来巨大
挑战。不幸的是，警方在搜索中又
发现两名遇难者遗体。”

据丹麦通讯社 3日报道，警方
已经确定 8 名死者中有 5 名女性和
3 名男性。通过对牙齿和 DNA 的
检测，警方已经确认 4人身份，其
余死者身份还在调查中。

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方面证实，
尚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这起列车事
故中伤亡。

丹麦列车事故死者升至8人
尚未发现有中国公民在事故中伤亡

新华社伦敦1月2日电（记者
张家伟）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2日宣
布，该校学者领衔的一个团队将
开发一系列小型机器人用于地下
管网的检修，有望大幅提高这类
检修过程的效率、节省大量人力
物力。

除了谢菲尔德大学，这个团队
还包括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
伯明翰大学以及利兹大学的科研人

员，他们将在政府和院校资金支持
下开展相关科研项目。

对每个城市来说，维修地下管
网都是一件非常头疼的事情。为了
检修，工作人员往往需要把路面凿
开。仅在英国，每年就有 150万条
道路因此被凿开。

这个项目的一个目标是开发出
能够在地下管网中自主穿行的小型
智能机器人，它们将配备多种传感

器，能够相互之间通信并共享数
据，从而跟踪监测管网的整体状
况，及时找到其中损坏的地方，有
针对性地开展维修。

领衔这个团队的谢菲尔德大学
教授霍洛申科夫说，利用这种机器
人技术有助更高效和快速地解决地
下管道出现的问题，也可减少路面
挖掘作业次数，避免对公共交通产
生影响。

英将开发小型机器人用于地下管道检修

1 月 2 日，在俄罗斯马格尼
托哥尔斯克市，人们摆放鲜花和
蜡烛悼念爆炸事故中的遇难者。

俄西部车里雅宾斯克州马格

尼托哥尔斯克市日前发生的居民楼
天然气爆炸事故中的遇难人数已上
升至37人。

（新华社/卫星社）

俄居民楼天然气爆炸事故
遇难人数升至3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