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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秀”地点效实中学，这场针对高一学生家长的公益讲
座受到了家长们的高度重视，现场不仅座无虚席，而且由于人
数众多，加坐一直延伸到走廊；许多家长准备了厚厚的笔记，
认真聆听之余，埋头做笔记；有的则全程用手机拍照记录。

第二场公益讲座在惠贞书院进行,同样是满座，有些家庭
甚至是父母同时到场，用手机记录或者全场认真记录像。

该公益讲座邀请到了百年育才（北京）教育咨询股份有限
公司的王一衡老师作为主讲嘉宾。作为全国著名升学规划专
家、生涯规划师的王一衡老师，累计全国授课近千场，年累计
指导学生近万名。2018年是实施新高考政策的第二个年头，
政策上的调整对于家长和孩子们来说，吃透政策、早做规划，
就显得尤为重要。

王一衡老师的讲座，既有面上的精准数据，又有点上的
案例分析，清晰地描述了新高考形势，并给予实实在在的对
策。讲座主要由“高中生生涯规划”，“了解升学通道、力求
科学填报”，“把握高考机会、合理利用加分”三部分组成。

王一衡老师首先强调，在高考这场“战役”中，家长心态尤为
重要。高考是“团队参战”，家长是高考战役的元帅，而不是监军
和场外教练；家庭、学校、考场、志愿填报这“四区”应联动作战。

浙江高考改革给高一学生带来重大影响。针对“浙江省
新高考改革”的要点，王一衡老师解析了对高一学生的影响，
以及把握“自主招生”、“三位一体”政策和早作准备的重要
性。最后，给出了“科学填报志愿六步法”，以及成就“低分高
就”的机会点。 记者 包佳/文 张峰/摄

高考意味着什么？作
为父母，在孩子的高考中应
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5月
4日，宁波晚报“规划人生、
筑梦名校”公益讲座“首秀”
效实中学；7月2日，公益讲
座第二场如期进入惠贞书
院。这两场公益讲座均针
对高考这场人生中的重大
“战役”，节奏紧凑，干货满
满，让家长们受益良多。

吃透政策 早做规划

宁波晚报“规划人生、筑梦名校”公益讲座
效实中学、惠贞书院专场成功举办

图为王
一 衡 老 师
在 效 实 中
学作讲座。

物业出租转让 调查咨询

声明公告
刊登热线：56118880

旧货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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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信息

●宁波天鲜乐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遗失法人章（张广玲）一枚，
声明作废●宁波江东宁东易易服饰商行遗
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3年12月18日核发的个体
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330212MA2EFA
DT2J，声明作废●宁波市江北毅恒汽车配件厂
遗失宁波市江北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7年07月25日核发
的个体户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205M
A292RXG40，声明作废
●宁波江东宁东北台墙纸窗帘店
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4年07月11日核发的
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212MA2
EFQG246，声明作废
●宁波竣华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法人章（王李华）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2018年6月22日早06时16分许，洞桥派出所接群众

报警称，在洞桥镇王家桥村教堂门口河里发现一具浮尸，
死者 ：男性，上身着黑白相间的 T 恤，下身着牛仔中
裤。死者食指和中指指尖有残疾，年龄在50岁左右。

如有知情者了解死者身份请及时与警方联系。
联系电话:0574—88434808
联系人：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洞桥派出所

法律服务搬家搬厂

驾驶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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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电维修

●中宁化集团有限公司遗失提单
号为LNBFLX8051777
提单编号为MAREN MAERSK

V.820W，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横溪镇兴源废旧物
资回收站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本72516709-4声明作废●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童乐儿绘
本馆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330
211601044690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古林国荣印花厂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20020598501,开户银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古林支行，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古林国荣印花厂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12
0133478，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古林国荣印花厂
遗失发票专用章，编号913
30212580501185M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古林国荣印花厂
遗失法人章（汤国荣）一枚，
声明作废●遗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商业险保单170004
303119声明作废

●高价收一切旧货13586580881严
有旧货请拨13884469298

●窗帘墙纸店寻合伙13566639580

●专业深度清洗空调1860668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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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

仓库、厂房、办公出租
位于康庄南路1-4层共4500㎡
另有临时空地35亩18967849928

●江北康庄路边一层3000平方厂
房出租，有行车1334596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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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城私营工业园区一楼850m2

楼上1390m2厂房出租13805844605

●学大车B照13306617808吕教练

●友好专业搬家搬设备87329310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宁波嘉华顺风诚聘
C照驾驶员：3年以上驾龄；
仓库管理员：熟练电脑；
要求：男，25岁以上，高中学历，
本地人优先，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联系电话:13003738397

前台接待、客房服务员、客房领班、
弱电工、收银、洗衣工、房务中心，

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电话：87196111转81518

87196111转85012
地址：海曙区大来街50号503室

人保培训中心急招

1、物业高配电工 2名，男50岁以
下，持电工上岗证；2、食堂服务
员2名，女40岁以下，吃苦耐劳；
录用缴纳五险一金，双休，饭补，加
班补助，联系87172865林老师
地址：高新区金融服务中心

国企宁波建投高薪诚聘

认尸启事
2018年06月28日早7时38分许，洞桥派出所接群众

报警称，在洞桥镇鱼山头村洛兹陶瓷城对面马路边发现
一具尸体，死者次卧状伏在路边田沟里，死者：男性，短
发，人较瘦，身上只穿着底裤，年龄在三十至五十岁之间。

如有知情者了解死者身份请及时与警方联系。
联系电话:0574—88434808
联系人：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洞桥派出所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公告
个体工商户余姚市杰泰电

器 厂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30281MA291E678B,现拟转
型升级变更为余姚市杰泰电器
科技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
限公司。原个体工商户若有经
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
由该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承担。

经营者：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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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鄞州博文弹簧有

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董事会表决通过，决定

注销本幼儿园。登记证号：浙
宁民证字第 040003，许可证号
133022660510900 号 。 请 有 关
债权人于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华华 电话：13586735282
地址:浙江省宁海县跃龙街道斗门
路 40弄 3幢 8号 邮编：315600

特此公告
宁海县跃龙街道乐多多幼儿园清算组

经董事会表决通过，决定
注销本幼儿园。登记证号:浙
宁民证字第 040125 号，许可证
号 133022660511520 号。请有
关债权人于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冰儿 电话:13185972300
地址:宁海县跃龙街道东大街 241号
邮编:315600

特此公告
宁海县跃龙街道东门幼儿园清算组

注销公告减资公告
根 据 股 东 会 决 议 ，

将注册资金由 5000 万元
人民币，减到 1000 万元
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
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华广置业有限公司

公 告
宁波第六季服饰有限公司债权人：

《宁波第六季服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下称
“《分配方案》”）业经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现
管理人对破产财产实施分配。根据《分配方案》，宁波第六季
服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一次分配，本次分配为最后分配，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分配完毕。最后分配的分配总额为
人民币 28172.49 元，具体各债权人的分配金额详见 《分配方
案》。逾期未受领且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未领取
的，将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第六季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年7月3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徐文伟（身份号码330205******130011）：
唐光娣（身份号码330205******140925）：
徐思源（身份号码330205******070012）：

关于（2016）浙0204民初2065号判决书确定的由你方向我公
司支付的40万元债务本金及利息、律师费28880元、保全担保费
2200元、抵押登记费80元以及宁波市江北区广厦怡庭南区29幢120
号104室房屋的优先受偿权已由我司转让给汤钧（身份号码33020
3******20001X），请接到本通知后直接向其履行上述付款义务。

通知人：宁波宝润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7月5日

本单位食堂位于宁波市
象山县西周镇厂区内，
无需装修，设备齐全。
现面向国内相关资质合
格的餐饮公司公开招
租，选取确定 1 家公司
承租。欢迎有意向的承
租人参加报名咨询。
13396679069曾先生

单位食堂公开招租 1、工业厂房出租：地址高新区
明珠路 407 号，占地面积 18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9999平方米，
含一幢办公楼，两幢厂房，办公
楼有三层面积共计 2000 平方
米，厂房结构为单层面积约
8000平方米 。
2、商铺转让：地址东部银泰城
德厚街231弄39号232室，房产
面积：138.14平方米

以上租金及转让费面谈!
联系电话：0574-87917609

13335749797
联系人：蒲先生（8：30-17:00）

厂房出租 商铺转让

位于四楼宁波影都入口处，人流
量大，建筑面积 32平，带租约 7
年，6.5万/年。周边小区多，人气
旺，有家乐福，艺术公园，特色餐
饮街等配套。广场正门口地铁3
号线即将开通13586697927王

天伦广场黄金热铺急售

兴宁路218号，一楼、二楼(办
公)各500m2。13655749777

汉庭酒店两层
店面出租

华夏仁本殡仪服务

24H免费服务电话
400-800-8996

网址：www.chinascts.com

全新推出礼体
净身SPA服务
广受家属好评

面积约 8000 平方，地址：西
河街 95 号 97 号（原锦江之
星）宜开：宾馆、医院、学校等
联系电话：13805865479连

整体大楼出租或合作经营

本人征婚
单身女70岁，中等身材，肤
白大方，显年轻，劳保高，
经济条件好，一个人住在
宽大的房子里生活很冷
清，现在很希望身边有个
伴，只要对方身体健康，人
实在，地区条件年龄不限，
最好有子女。有缘近期生
活在一起，来者带证件。
电话：15306623573

●宁波中万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宁
波市国家安全局2016年12月16
日颁发的外销证一本，证号为
甬国安审房［2016］第069号
声明作废。●黄希龙遗失医师执业证书编号
110441900003114声明作废●王诗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330388146，声明作废●方婷婷遗失法律服务工作者执
业证，证号31102162107133
声明作废●宁波市海曙万力机械商行遗
失公章1枚，声明作废●宁波市海曙万力机械商行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30203750374095声明作废●宁波市北仑区新碶双屿生鲜店
遗失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6年12月06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30206MA2833TW9F
声明作废●余姚市君德汽车快修店注册号
330281601135139遗失余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年1月21日
核发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遗失浙B34JP6投保于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
中心支公司商业险保单号PDA
A201833020000142460，印刷号
为33021700555460；声明作废

食堂阿姨一名，负责工
作日中午一桌 5 至 20
人的饭菜和简单打扫，
工资 3200元/月。要求
宁波本地人优先，50周
岁以下，工作地址在高
新区博浪大厦 13 楼。
联系电话：87669279
联系人：李老师

宁波海安聘

●谢明遗失宁波和邦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报税联，发票代码133021
622506，发票号码02019041，
金额124800元，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东吴疆伟服装加工
厂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7年07月31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330212MA292Y6B04
声明作废●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金石模
具店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分局2013
年7月5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330217600035060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中河爱香满溢饮品
店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5年06月24日核发的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一本
注册号330212609235626，声
明作废●宁波江东宁东佳堰建材商行遗
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东
分局2014年09月04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33020460
2110499，声明作废

●宁波轿通车友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余姚东风悦达起亚
合格证，合格证号：WBX0700
04829252，发证日期：2018年
04月04日，车架号：LJDUAA
2GXJ0005690，发动机号：JW6
18910，特此声明作废。●宁海县岔路镇绿瑞树木种植专
业合作社遗失2012年11月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330226NA001230X声明作废●宁海县岔路镇绿瑞树木种植专
业合作社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33022605384459X声明作废●宁海县前童镇塔山村经济合作
社遗失2014年01月23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30226000121982，声明作废●宁波江东宁东锐城建材商行遗
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东
分局2014年01月10日核发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330204602079198，声明作废

●纪芳芳遗失身份证一本，证号
为：360425198901013421，
声明作废●宁波市科技园区东方钢板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
910004385，声明作废●王祥遗失口腔专业医师执业证
书，编码120230000001549，
声明作废●宁波欧商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120
418939，声明作废●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余姚南
雷路证券营业部经纪人钱钦身
份证号码330219197609170413
遗失经纪人证书一份，证书编
号S1240414080002声明作废●宁波资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7年07月12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MA292JK5XX
声明作废●宁波高新区思奈克食品店遗失
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一本
甬高新地税登字330205198406
19121003号，声明作废

●高勇遗失警官证，编号：公现
役字第0230304号，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洞桥君华消防器材
经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92
330203MA2908Q062声明作废
●顾可欣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330360909，声明作废
●余姚市昕睿塑化有限公司遗
失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03月17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913302815953
974134声明作废
●象山金伟口腔诊所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225MA2ELB331P遗
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正
副本，证号：PDY63037133
022517D2152声明作废
●丹城晨海副食品经营部遗失食
品流通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SP3302251150050690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3022
5600038255声明作废
●宁波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遗失
1张收据，代码72101，号码
1650143015，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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