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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母亲节，大家有没有向自己的妈妈大声说“我
爱你”呢？5月13日，宁波二百举行了一场精彩纷呈的
母亲节互动情景演绎秀。这次演绎活动包括了服装情
景走秀、传统汉服念孝经奉茶礼和趣味诗朗诵等环节。

过完母亲节，5月20日马上到了。宁波二百也将
推出主题为“唯爱表白”的系列大型活动。5月18日至
5月20日期间，购物满520元，立减25元，购黄、铂金享
满1000元，立减30元（投资金条除外），上不封顶，还可
满额换购玫瑰花和香薰干花套装。

同时，5月20日，宁波二百将举办浪漫求婚现场秀
活动，现代乐器演奏、爵士舞等精彩节目表演将亮人眼
球，活动现场还将有明牌珠宝的“直升机”空降宁波二
百助阵；5月18日和5月20日，二百西门将设置红包墙
高调悬赏，扫码并分享商店活动内容，即可抽取现金红

包和精美礼品。此外，宁波二百联合《宁波晚报》开启
“天声一对”情歌大赛巅峰对决，以爱之名，璀璨演绎，5
月19日上午初赛，5月20日晚上决赛，届时将在天一
广场见证天声HIGH唱！

商店一楼中国黄金K金、彩宝、翡翠全场低折，满
5200元以上加520元换购镀金真玫瑰花一支，丁酉年
银邮套装一套88折，二套8折；二楼男女鞋子，星期六
女鞋399元起，单双减100，两双减300，阿迪达斯两样
85折；三楼四楼女装夏款出新，为心爱的她挑选适合的
服饰；五楼男士服饰夏装4折起购；六楼夏令床品节清
爽来袭，牛皮席、凉席、空调被、蚊帐……全线特惠，给
您多样选择。还不趁机带上身边的那个人，来一场甜
蜜“购”表白。

包佳

5月17日，宁波晚报携手南都社区开展阳光便民
服务活动，此次活动服务项目除了一些常规的口腔检
查、清洗眼镜、理发、理财旅游养老装修咨询，还增加了
缝纫机修补衣服项目，受到大家欢迎。

当天天气虽然炎热，但活动井然有序，社区工作人
员帮着一起布置展台、维持秩序，爱心商家工作人员负
责提供服务，现场气氛热烈。

据了解，南都社区结合社区居民结构经常开展特
色服务。社区立足居民需求，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

和情商加油站为平台，不断深化居家养老服务。针对
老年大学报名难度大，培育开设社区老年大学，目前已
开设合唱班和越剧班。参加的老年居民达百余人。在
居家养老中心，定期开展老年服务和活动，每周一次免
费量血压服务，毎两周免费理发服务等。在街道的协
助下，引进第三方服务公司，为老年居民提供送餐、维
修等服务，同时定期开展手工制作和智能手机使用课
程。让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王巧艳

宁波晚报阳光便民服务行走进南都社区

二百周末活动纷呈，更有“直升机”空降助阵

4月27日下午，在中行奉化岳林路支行营业大厅
里，一位客户在柜台办理业务时突然晕倒。支行工作人
员立即展开救助，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将客户详细情
况告知急救中心，并按照急救中心指示，将客户周边危
险物品进行转移，防止二次伤害。同时联系客户家属，
为救治客户争分夺秒。

家属得知事情经过后，对中行奉化岳林路支行员工
的及时救助表示衷心感谢。目前客户身体已无大碍。

中行宁波市分行
创新推出母婴分期业务

近年来，宁波地区母婴护理蓬勃发展，为满足市民
多样化消费需求，优化分期产品结构，近日，中行宁波市
分行创新推出母婴分期业务，助力于为产妇提供产褥期
间母婴护理一站式资金需求服务，帮助合理配置家庭资
产，并于近日与宁波东易大名医院建立合作关系。该业
务创新授信准入条件，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引入支付宝芝
麻信用等级作为条件之一，有效提高授信准入时效。

未来，该行将持续关注市场动态和市民需求，积极
探索新型消费模式，为市民提供更为便捷的金融服务。

中行奉化岳林路支行
及时救助晕倒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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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咨询

二手车市

家电维修

墓园是民政部门批准的正规
公墓，位于育王寺大门南面
100米（过铁路），价格亲民，
最低价一万(大约2-3平方
米壹穴)，款式齐全。来必接
送 ，公 交 155、162、750、
756、758、759育王寺下车，
或轻轨一号线宝幢站下车。
预约电话：88339061

13567920891

宁波市育王三墓园

搬家搬厂

声明公告
刊登热线：56118880

●宁波美联外贸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正本海运提单，提单号为
COSU6175167160S船名为
CSCL PUSAN航次021W卸货
港JEBEL ALI，声明作废●上海乐高船务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遗失汉堡南美（中国）船
务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正本航
运提单一式三份。提单号SU
DUN8465A9WU078,集
装箱号HASU4320668，
声明作废。●宁海县梅林大岭山家庭农场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2004850301，开户银行：
宁波宁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梅林支行，声明作废●宁波光禾电器有限公司遗失宁
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
17年06月1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
020634062475X2声明作废

公 示
宁波市鄞州区东胜街道拆迁办公室认定曙光四村 25

号 204室产权人为章松岳，认定曙光四村 25号 104室产权
人为张福康。根据赠与公证，认定曙光四村 26号 308室产
权人为郑美丽。若有他人对产权提出异议，请与我办联系，
联系电话:88395239 联系人:崔老师

宁波市鄞州区东胜街道拆迁办公室

解散清算公告
余姚富能电气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于2018年5月17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2018年5月17日成
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杨杰 联系电话：13905849115
地址：余姚市朗霞街道西墟村
邮编：315400

余姚富能电气有限公司清算组

公 告
宁海县弘运纸箱包装有限公司、林清泉、宁海合顺机械厂、宁波市迈科教
学仪器有限公司、宁海县坚能煤矿电器有限公司、钱坚能、汪秋霞：

宁波南方包装有限公司与宁海县弘运纸箱包装有限公司、林
清泉、宁海合顺机械厂、宁波市迈科教学仪器有限公司、宁海县
坚能煤矿电器有限公司、钱坚能、汪秋霞因定作合同纠纷，经宁
海县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作出 （2015） 甬宁商初字第
2159号判决书，判决宁海县弘运纸箱包装有限公司支付宁波南方
包装有限公司定作款572039.4元及违约金，林清泉、宁海合顺机
械厂、宁波市迈科教学仪器有限公司、宁海县坚能煤矿电器有限
公司、钱坚能、汪秋霞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宁波南方包装有限公
司于2018年3月25日，与宁海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有限公司
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5） 甬宁商初字第
2159号民事判决书所载明的权益转让给宁海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
中心有限公司。现依法公告通知宁海县弘运纸箱包装有限公司、
林清泉、宁海合顺机械厂、宁波市迈科教学仪器有限公司、宁海
县坚能煤矿电器有限公司、钱坚能、汪秋霞直接向宁海县中小企
业信用担保中心有限公司履行判决书所确认的付款义务。

宁波南方包装有限公司 二0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公 告
宁海一健包装纸业有限公司、柴世冬、葛丽晴：

宁波南方包装有限公司与宁海一健包装纸业有限公司因定
作合同纠纷，经宁海县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作出
（2016） 浙 0226民初 7241号判决书，判决宁海一健包装纸业有
限公司支付宁波南方包装有限公司定作款 542739.57元及违约
金，柴世冬、葛丽晴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宁波南方包装有限公
司于2018年3月25日，与宁海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有限公
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宁海县人民法院（2016）浙0226民初
7241号民事判决书所载明的权益转让给宁海县中小企业信用担
保中心有限公司。现依法公告通知宁海一健包装纸业有限公
司、柴世冬、葛丽晴直接向宁海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有限
公司履行判决书所确认的付款义务。

宁波南方包装有限公司
二0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通 知
姜耀耀（身份证号：33022519******0071：

因你拖欠《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项下款项，
我司已依合同14.4条行使解除权，于2018年5月9日向你邮寄了

《合同解除通知函》。2018年5月10日邮件已被签收。即你与我
司的合同于 2018年 5月 10日解除，你应当立即腾退房屋。现请
你立即腾退房屋，否则我司将有权依据合同第十三章第三条单
方直接收回房屋，损失由你自负。我司保留追索你其他款项的
权利。

宁波集物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通 知
宁波市镇海潮人国度网吧（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30211340554691M）：

因你方拖欠《商铺租赁合同》（以下简称“合同”）项下款项，
经诉讼我司已取得了（2017）浙0212民初10301号判决书且已生
效。2018年 5月 9日，我司依合同 14.4条行使解除权，并向你方
邮寄了《合同解除通知函》。2018年5月10日显示已签收。即你
方与我司的合同于 2018年 5月 10日解除，你方应当依约于合同
解除之日起 7天内腾退房屋。现请你方于本通知登报之日起 3
日内腾退房屋，否则我司将有权依据合同 13.3条单方直接收回
房屋，损失由你方自负。我司保留追索你方其他款项的权利。

宁波集物堂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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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奉化朝旭果蔬专业

合作社

合伙企业转型清算公告
合伙企业宁海青山模塑

厂（普通合伙）（9133022666558
2252K）拟转型为有限责任公
司 ，原 合 伙 企 业 将 清 算 注
销。原合伙企业的债权债务
由原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
升级后的公司对合伙企业的
债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余姚富能电气有限公司注册号
330281000197640遗失宁波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2013
年7月1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余姚市老柳建筑工程队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330281MA2AG
5YU2B遗失余姚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7年12月7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余姚市小茅建筑工程队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330281MA2AG
5Y587遗失余姚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7年12月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宁波光禾电器有限公司遗失机
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033
020603372280U声明作废●宁波光禾电器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行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北仑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20033722801声明作废

●以下由中国人寿财险宁波市鄞
州支公司承保单证：<机动车
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保单>印刷
流水号1810003630；保单号
805072018330212002146；交
强险标志9519080255. ；因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宁波北仑瑞图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6年08月10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913302063
40621575Q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邱隘晨童服装店遗
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3年11月06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92330212MA2EFTE
P8B声明作废●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2011届
护理专业陆锡丹遗失毕业证书
电子注册号1374212011060
00237，声明作废●姚毅遗失社会体育指导员（游
泳指导员）五级职业资格证书
证号0911020000504862，遗失
社会体育指导员（水上救生员）
五级职业资格证书，证号0911
020000504258，声明作废●宁波市北仑区柴桥注塑模具厂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0600
05462，声明作废

●宁波望湖市场郭雪服装店遗失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直属分
局2017年03月28日核发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330200MA28YE
1H7R，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古林大小通吃食品
商行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5年09月25日核发
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330212608092020声明作废
●宁海杏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2004811001，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梅林支行，声明作废
●象山县石浦镇新概念培训学校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0225M
J90315906登记证号：浙象民
证字第040076号，声明作废

●张彩遗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7年03月07日核发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203M
A284TL295声明作废●宁波市奉化白杜密封胶件厂遗
失宁波市奉化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7年8月1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
330283MA293003XD声明作废●浙江长三角机器人博览交易市
场有限公司遗失余姚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7年02月21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281MA284D3Y
20（1/2）声明作废●宁波市北仑区小港爱健日用品
店遗失宁波市北仑区工商行政
管理局2014年09月11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330206
604062649声明作废●朱渊遗失社会体育指导员（游
泳指导员）五级职业资格证书
证号1011020000504673，遗失
社会体育指导员（水上救生员）
五级职业资格证书，证号1011
020000504574，声明作废●宁波市江北马俊光饮品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3020
5602115284声明作废

●宁海县西店向国炒货店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3022660
0013781声明作废
●张侠遗失宁波市北仑区小港
医院发票，号码3371730833
（734.20元）声明作废
●宁波江北小康汽车修理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号码为
3302050005241.声明作废
●宁海县城关伟兴文具厂遗失20
15年3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330226601051
852声明作废
●宁海家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2009年12月16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30226
000038701声明作废
●宁海杏乡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2016年06月16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26MA2826WP33声明作废

旧货回收

友情提醒：使用本栏目征婚信息请注意查验对
方相关个人资料。因广告审查仅涉及《广告法》
要求的相关内容，敬请应征者注意自我保护。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党务工作负责人
招聘公告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向社会公开高薪招聘党务工作负责
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党务工作负责人
二、招聘条件：1、政治立场坚定，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

2、具有较强的文字功底、人际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具有三
年以上工作经验；3、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
和职业道德，无不良记录；4、中共党员，40周岁以下，有行政事业
单位或央企、国企党务工作经验者可适当放宽年龄。

三、薪资面议
四、报名时间、方式：1、报名时间：2018 年 5 月 15 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2、请符合条件的应聘者将详细简历（附照片）以
电子邮件附件的形式发送至 xuyuan@youngor.com,邮件标题和
附件命名方式均为“党务工作负责人应聘-姓名”。联系电话：
0574-56198606。联系人：许女士。3、经审查符合条件者，将另
行通知笔试时间。未被录用人员的材料代为保密，应聘结束后
统一处理，恕不退还。

中共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高价购各档二手车
轿车皮卡车货车13056903116虞

分类广告 刊登热线：

56118880
支持微信办理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699号601（原报业集团对面）

全年无休 全天候办理

免费套红

招 聘
舟山市大昌预拌混凝土有限公
司因发展需要，现招聘

货车驾驶员若干名
要求：持有三年以上B2驾驶证
及货运从业资格证，身体健康，
责任心强。包食宿，薪酬面议。
电话：0580-8170778

13506609795 张女士
13867200518 唐先生

地址：舟山经济开发区

物业内勤1名女55岁以下，有会
计上岗证，工作经验优先。单休
缴纳五险一金工资面谈
保安2名60岁左右2010元以上
87111032 87140362 董老师
柳汀街509弄10号3楼柳馨花园

新东方物业诚聘

本公司求购宁波市中心地段
物业一处，面积 5000-25000 平
方米，适宜酒店经营、总部办
公，要求交通方便，有配套停
车场。独门独院更佳。
电话：13566345858（非诚勿扰）

求 购

恒 隆 中 心 25-CDE,
总 面 积 408.27m2 。
电话：13567941505孙

恒隆中心写字楼出租

位于慈溪市慈东滨海工
业区标准厂房出租，单层，
面积 8000m2，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3706749001

厂房出租

顺利通过WSF
世标ISO9001
质量管理认证

华夏仁本殡仪服务

24H免费服务电话
400-800-8996

网址：www.chinascts.com

本人征婚
甬籍单身女，55岁，有
劳保，家境优，爱好运
动，旅游，身体健康，性
格脾气好，真心寻找一
位身体健康，人品好，真
心过日子的优秀男士为
伴。(非诚勿扰，地区不
限，可落户)
电话：15606695759

●学大车B照13306617808吕教练

●本公司长期提供14米登高车、
8吨洒水车等车辆出租（有通行
证）87702127、13867893311陈

咏归菜场旁旺铺招租
面积140㎡门面宽9m13065622200

●长乐地铁站附近600一1000平
方米厂房出租电话18957800726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神洲调查87289267
民事取证、商务、打假、寻人
宁波人自己的老牌调查公司

●专业批发维修视频机、移动
DVD、电瓶音响13362435054●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友好专业搬家搬设备87329310●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高价收一切旧货13586580881严

有旧货请拨13884469298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81100126陶

●宁波保税区友乐贸易有限公司
澳洲办事处遗失备案登记表一
份，编号：3302201300017，声
明作废●王世平遗失操作类别为建筑塔
式起重机司机的建筑施工特种
作业操作资格证正副本，证号
浙B0412011000417声明作废●李晓亮遗失操作类别为建筑塔
式起重机司机的建筑施工特种
作业操作资格证正副本，证号
浙B0412013000225声明作废●盛丰国际礼品有限公司遗失上
海世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正本航运提单一式
三份,正本提单编号：WAN
B1804032F,船名/航次：
MERETE MAERSK
V.813W，目的港：
ROTTERDAM声明作废●翁晨硕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330478154声明作废●李翔2018年5月13日遗失身份证
513027197807257611声明作废

招 聘 公 告
因工作需要,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横街派出所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10名

要求:1、治安协勤岗位,男性,年龄40周岁以下,身高1.7米以上,退
伍军人优先;2、宣传岗位,男女不限,有一定文字写作功底。两个
岗位需大专以上学历,有特殊技技能的可适当放宽,宁波大市户
口,作风正派,热爱公安辅警工作,待遇面谈,经资格审查、面试、体
检,通过者予以录用。有意者即日起一个月内到海曙公安分局
横街派出所所(横衠镇横街西路37号)报名,咨询电话88154567

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

注销公告
经成员大会决议，本

合作社决定注销，同时成
立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宁海县满地红果蔬专业

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