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江北营销服务部变更业务范围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备案通过，同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江北营销服务部变更业务范围，现正式进行公

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江北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330205001
机构住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5-4、5-6
经营区域：宁波市
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3月21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8951

机构负责人：黄奇国
联系电话：87978992
客户服务电话：95519
邮政编码：31502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人身

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督管理
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24000吨有机硅新材料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规定，现征求有关该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www.chinarunhe.com/news/typeid/2.html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到宁海县宁波南部滨海新区金海

中路168号我公司安环部办公室查阅该项目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力洋镇、茶院乡、越溪乡下湾村）的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见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宁海县宁波南部滨海新区金海中路168号
联系人及电话：郑女士 0574-65200996
邮箱：1035905125@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19年3月21日至2019年4月3日。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5日

宁 波 润 禾 高 新 材 料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年产24000吨有机硅新材料项目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由于北环高架（李家西路-梅竹路）开通，结合
2018 年高架综合养护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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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对高架夜
间分段分期封道综合养护。具体安排如下：

一、每月6日-10日23:00-次日5:00分别对以下高
架段落进行临时性封闭

1.6 日封闭：环城南路高架南幅（环城西路下匝
道-钱湖路）含环城西路上匝道、广德湖北路上匝道、
宁南北路上匝道。

通途路高架南幅（长乐路-环城西路）含通途路互
通北往东匝道、通途路互通南往东匝道。

2.7 日封闭：环城南路高架南幅（钱湖北路下匝
道-东苑立交互通（不含））含钱湖北路上匝道、福明立
交南往东匝道。

通途路高架北幅（长乐路-环城西路）含环城西路
上匝道、通途路互通北往西匝道、通途路互通南往西匝
道。

3.8 日封闭：环城南路高架南幅（东苑立交-海晏
路）含世纪大道高架北往东匝道、海晏路上匝道。

机场路高架西幅（青林湾大桥南侧-通途路立交
东往南匝道合流处）含青林湾大桥上匝道。

4.9 日封闭：环城南路高架北幅（海晏路下匝道-
环城南路高架北幅福明立交合流处）含后殷路上匝道、
世纪大道高架北往西匝道。

机场路高架西幅（青林湾大桥南侧-环城南路）含
新星路上匝道、通途路互通西往南及东往南匝道、中山
西路北往南及东往南上匝道。机场路高架南往东转夏
禹路高架匝道。

5.10日封闭：环城南路高架北幅（海晏路下匝道-
钱湖北路（不含）含后殷路上匝道、世纪大道高架北往
西匝道、福明立交北往西及南往西匝道。

机场路高架西幅（青林湾大桥南侧-环城南路）含
新星路上匝道、通途路互通西往南及东往南匝道、中山
西路北往南及东往南上匝道。机场路高架南往东转夏
禹路高架匝道。

二、每月 16 日-25 日 23:00-次日 5:00 分别对以下
高架段落进行临时性封闭

1.16日封闭：机场路高架东幅（启运路下匝道-通
途互通西往北合流处）含环城南路上匝道、环城南路高
架北幅（环城西路下匝道至机场路高架）含环城西路上
行匝道。夏禹路高架北幅丽园路上匝道、夏禹路隧道入
口（火车站南出发平台、苍松路与尹江路隧道西口）。

北环高架南幅（宁波北收费站至金山路）（段落1）
2.17日封闭：机场路高架东幅（启运路下匝道-通

途互通西往北合流处）含环城南路上匝道、环城南路高
架北幅（环城西路下匝道至机场路高架）含环城西路上
行匝道。夏禹路高架北幅丽园路上匝道、夏禹路隧道入
口（火车站南出发平台、苍松路与尹江路隧道西口）。

北环高架南幅（宁波北收费站至洪塘中路）含金山路
上匝道、洪塘西路上匝道。

3.18 日封闭：机场路高架东幅（启运路下匝道至夏禹
路）含环城南路上匝道。环城南路高架北幅（环城西路下匝
道至机场路高架）含环城西路上匝道。机场路高架北往东
匝道。

北环东路高架南幅（洪大路至梅竹路）含江北大道南
往东及南往西上匝道、康桥南路上匝道。

4.19 日封闭：机场路高架东幅（启运路下匝道至夏禹
路）含环城南路上匝道。环城南路高架北幅（环城西路下匝
道至机场路高架）含环城西路上匝道。机场路高架北往东
匝道。

北环东路高架南幅（洪大路至梅竹路）含江北大道南
往东及南往西上匝道、康桥南路上匝道。

5.20 日封闭：机场路高架东幅（鄞县大道下匝道至启
运路）含鄞县大道上匝道、杭甬立交西往北匝道。

北环东路高架北幅（梅竹路至洪大路）含纬五路上匝
道。

6.21 日封闭：环城南路高架北幅（钱湖北路下匝道至
宁南北路）含天童北路上匝道。

北环东路高架北幅（梅竹路至洪大路）含纬五路上匝
道。

7.22 日封闭：环城南路高架北幅（宁南北路下匝道至
环城西路）

北环高架南幅（洪都路至洪大路）含机场路高架互通
南往西匝道、机场路高架互通南往东匝道、洪大路上匝道。

8.23日封闭：机场路高架西幅（环城南路下匝道-启运
路上匝道处主线）。环城南路高架北幅（机场路高架-环城
西路）含环城西路上行匝道。

北环高架南幅（洪都路至洪大路）含机场路高架互通
南往西匝道、机场路高架互通南往东匝道、洪大路上匝道。

9.24日封闭：机场路高架西幅（环城南路下匝道-鄞县
大道上匝道处）含启运路上匝道、杭甬立交西往南上匝道。
城南路高架北幅（机场路高架-环城西路）含环城西路上
行匝道。

北环高架北幅（洪都路至洪大路）含机场路高架互通
东往南匝道。

10.25日封闭：机场路高架东幅（鄞县大道下匝道至启
运路）含鄞县大道上匝道、杭甬立交西往北匝道。

北环高架北幅（洪塘西路下匝道至宁波北收费站）。
与原高架管制公告有矛盾的地方,以本公告为准。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根据现场高

架封闭情况，配合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遵照现场交通
标识指示通行，确保安全有序。

特此公告。
宁波市城市管理局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9年3月25日

关于高架夜间分段分期封道
综合养护交通管制的公告

2019年第16号

遗失三等外海二管轮证

书 ，编 号 C07- 0341484Z07-

B-114154，声明作废。

吕卫平

遗失住宅用房征收货币

补偿协议（编号：东政房征

20141-0092）1份，声明作废。

何素芬

遗失原始提单正本，提单

号:HLCUNG11901AZYL4，

船 名 航 次:YM WON-

DROUS- 020W，箱 号:HL-

BU2172831，办理日期：2019

年1月18日，声明作废。

绍兴擎天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遗失成品油零售经营批

准证书，号码：油零售证书第

31520009，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河头农机服
务站

遗失 二 级 船 长 证 书 1

本 ， 证 书 编 号 ：

330225197806128993，声明作

废。 陈先增
遗失二级轮机长证书 1

本 ， 证 书 编 号 ：

330225197802088943，声 明

作 废。 官青福
遗失二级船长证书 1本，

证 书 编 号 ：

330226196710043965，声明作

废。 骆松飞
遗失 二 级 管 轮 证 书 1

本 ， 证 书 编 号 ：

330225198409138923，声明作

废。 徐杨军

遗失 二 级 船 副 证 书 1

本 ， 证 书 编 号 ：

330225197702248913，声明作

废。

项义刚
遗失法人章 1枚，声明作

废。

宁波恒洲波特灵动力设
备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 1枚，声明作

废。

宁波恒洲风帅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遗失深 圳 市 鸿 安 货 运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分 公 司

出 具 的 提 单 1 份 ，船 名 航

次 ： MOL TRIBUTE

V.007W， 提 单 号 ：

NB19E00114，声明作废。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荣
晟进出口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江北区慈城

镇浦丰村民委员会公章 1枚，

号码：3302050019236，声明作

废。

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浦
丰村民委员会

遗 失 登 轮 证 ，证 号 ：

331022198301111890，声明作

废。 章道总

注销公告

经全体社员决议，本合作

社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注销手

续，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双嘉水果专

业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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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江北兴鑫建筑劳务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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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启事 公告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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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林
健） 近日，世界龙舟联赛联盟的工
作会议在东钱湖畔的钱湖宾馆举
行，来自中、英、法、意、德、西
等国家的代表与会。记者从会上获
悉，古老的龙舟运动有望进入奥运
会，龙舟世界杯和世界龙舟超级联
赛两项国际顶级赛事将从今年起举
办，其中，2019 年将举行首届龙
舟世界杯赛。中国皮划艇协会主席
刘爱杰表示：“研究表明，河姆渡
是世界所有船文化的源头，世界的
龙舟运动起源于宁波。”

刘爱杰谈到了龙舟运动的发展
壮大。“现在大家认为是时候了

——龙舟运动应进入奥运会大家
庭。”在全世界范围内有 5000多万
名龙舟爱好者，英国在册龙舟队伍
已有 20 多支，夏季各个城市之间
会举办龙舟比赛。在德国、意大
利、俄罗斯等欧洲国家也有相当多
的龙舟公益赛事，甚至在阿联酋的
阿布扎比也有 30 多支队伍参加的
龙舟比赛。“目前国际奥委会已同
意在皮划艇的 16 个奥运会项目基
础上再增加 2个项目，这样龙舟运
动就很有希望进入奥运会大家庭。”

刘爱杰介绍，今年 9月在日本
东京将举行龙舟表演赛，这是明年
东京奥运会龙舟表演的预演。国际

奥委会将于明年讨论 2024 年奥运
会的项目设置问题，因此举办国际
性的龙舟世界杯和世界龙舟超级联
赛非常有必要。

中国皮划艇协会已经和浙江大
学、上海海洋学院的科研人员用计
算机设计出新型的 10 人龙舟以及
18 人龙舟。新的龙舟速度更快，
更稳，也更加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
推广和普及。

这次会议为什么要在宁波举
办？刘爱杰表示，船文化是人类的
共同财富，而追溯世界船文化的起
源可以发现，余姚河姆渡出土的雕
花木桨表明，在 7000 多年前，宁

波的先民已经举行划船运动，这可
以看作是现代龙舟运动的最早起
源。因此在宁波举行世界龙舟联赛
联盟工作会议，研讨龙舟世界杯和
世界龙舟超级联赛的举办事宜，具
有非常特殊的历史意义。

此外，在世界龙舟联赛工作会
议上，国际划联、中国皮划艇协会
以及宁波市体育局在东钱湖畔发布
了“宁波宣言”。中国赛艇协会、
中国皮划艇协会主席刘爱杰一行和
来自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
利、阿联酋等国的 14 位赛事运作
代表，共同在甬见证了“宁波宣
言”的发布。

中国皮划艇协会主席刘爱杰：

世界龙舟运动起源于宁波河姆渡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员
唐慧晔 姚昊杰） 昨天下午，伴随
着悠扬、清雅的古筝声，“皓哥读
书”阅读基地授牌仪式在天一阁·月
湖景区游客中心举行。随后，天一
阁·月湖迎春诗词朗诵会拉开帷幕。

融媒体“皓哥读书”是宁波本
土一个推广阅读、传播书香及促进
文化交流的平台。据天一阁·月湖
景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今年“皓
哥读书”阅读基地计划举办 8 场

“人文讲堂”和“走读景区”的阅

读活动。
“四明之所以得名者，以有日

月二湖。月湖之所以奇绝者，以其
有十洲。”月湖自开凿以来历代文
人士大夫将风雅与诗意倾注其中。
本次朗诵会以“迎春”为主题，选
取历代宁波文人描写月湖春天的诗
词。在“皓哥读书”主创人李皓的
带领下，现场嘉宾通过朗读、吟诵
及诗词飞花令、有奖竞猜等形式，
让现场观众重温了千年月湖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及古典诗词的魅力。

“皓哥读书”阅读基地入驻月湖

图为天一阁·月湖迎春诗词朗诵会现场。 （刘波 沙燚杉 摄）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宁海
县委报道组蒋攀 通讯员吴立
高） 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专家
日前来到宁海强蛟镇下蒲村，指
导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魏氏宗祠古
戏台的修缮、保护工作。据了
解，魏氏宗祠古戏台近日获国家
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 135 万
元，用于古戏台主体及斗拱、大
殿、厢房等的修缮和保护，维修
工作预计明年底前完成。

魏氏宗祠古戏台始建于清康
熙八年 （1669 年），道光年间扩
建成五间。光绪十六年 （1890
年） 建仪门、戏台、厢楼等。宗
祠坐西朝东，戏台阔 4.8 米，深
4.7米，台面离地1.5米，与勾连
廊梁架交接，组合成一个整体。

历经数百年沧桑，古戏台出
现了檐枋、梁柱、藻井等构件霉
烂、脱落等损坏现象，急需抢救保
护，经此次维修后，将重现生机。

魏氏宗祠古戏台
获国家文保专项资金135万元

本报讯（记者陈青） 昨日下
午，由余姚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
育局主办的“听见春天的声音”
全民读诗沙龙，在西西弗书店余
姚分店举行，吸引近千名市民聆
听。

因恰逢诗人海子的生日，近
20 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市民自发

品读、演绎了海子的作品，如余姚
文化部门干部严芸诵读《最后一夜
和第一天的献诗》、东风小学教师
谢黎诵读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等。此外，还有近 10 名市民朗读
了宁波当地诗人的作品，来自临山
镇的王玲君朗读了余姚籍诗人方其
军的诗作《3月12日》。

余姚举办全民读诗沙龙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
周永卫 王际明） 日前，以“歌
颂家国情 歌唱新时代”为主题
的江北区首届“寻找新时代职工
音乐达人”大赛在北岸 6C 联盟
正式拉开序幕。

本次活动由江北区总工会主

办，江北区文教街道、江北区融媒
体中心、宁波音乐港协办，通过海
选全区各条战线 100名优秀职工
歌手参加为期两天的复赛产生30
强进入决赛，30 强成为江北区职
工艺术团演员，15强参加 2019宁
波市职工“梦想之声”声乐大赛。

江北举办“音乐达人”大赛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傅佳荔 诸丹）“唐朝时宁波有
记载的知名书院只有两家，到宋
朝时宁波地方志中有记载的书院
有 20 多家，历经元、明、清几
代积累，宁波书院有 100 多家，
数量为浙江省内最多。”年近八十
的宁波地方文化研究学者周达章
昨日在宁波书城和甬城读者分享
书院文化。

潜心研究地域文化十多年的
周达章，已经出版了《宁波藏书文
化》《宁波商街文化》《宁波海丝文
化》《宁波书院文化》等，《宁波非

遗文化》等即将完成。他经常到各个
社区开讲座、普及传统地域文化，去
年作了近30场讲座。

周达章说，书院是传承儒学的主
渠道之一，也传承着传统的教育智慧。
书院的根本精神就是教育学生“为人
之道”和“为学之方”。此外，启发式教
育、教学相长、自由讲学等书院传统教
育的优点，在甬上历朝历代的书院教
育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和活跃。“书院为
宁波当地的教育、文化、历史、哲学等
的发展做出了全方位的贡献，是历史
和知识的宝库，这样的宝库理应为后
人所敬仰。”周达章表示。

周达章分享宁波书院文化

本报讯 （记者崔小明 通讯
员姚栋） 昨晚，宁波交响乐团音
乐季之埃尔加作品专场音乐会在
宁波大剧院举行。中央音乐学院
指挥系教授夏小汤携手著名大提
琴演奏家秦立巍为甬城听众献上
了一场高水准的音乐盛会。

作为一名世界级艺术家，秦
立巍以独奏家和室内乐演奏家身
份与许多国际知名乐团及指挥家

有过成功合作。《纽约时报》 曾
评论“秦立巍先生的演奏拥有柔
美至极的音色、完美无瑕的音准
和钢铁般的技巧。”当晚，秦立
巍为大家带来的是 《埃尔加大提
琴协奏曲》 和 《谜语变奏曲》。
另据悉，4 月 20 日，德国指挥大
师乌尔里希·温德富尔将携手宁
波交响乐团共赴勃拉姆斯的浪漫
之约。

宁波交响乐团
埃尔加专场音乐会举行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王 和 平
记者林海） 由市体育局主办，市
乒协、高新区乒协承办的宁波市
第九届老年人乒乓球团体赛近日
在高新区信懋中学降下帷幕。来

自全市各地的 16 支代表队，108
名男女选手参加了混合团体赛，
经过 2 天的角逐，海曙区老年体
协队获得冠军，余姚乒协队获得
第二名。

笫九届老年人乒乓球团体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