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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现场，宁波城投也公布了2018年城投的志
愿服务计划，计划涵盖了爱老敬老、爱心助学、扶贫

帮困、无偿献血、保护环境以及关爱未成年人等多个
方面。其中将开展走访慰问孤寡、空巢老人，开展金
秋助学活动，民工子弟学校帮扶活动，与丽水龙泉市
龙渊街道水南坞村结对扶贫，赴贵州省黔西南州开展
扶贫活动，开展“护海净滩”志愿活动，慰问自闭症儿
童，开展“小候鸟”公益活动等多项公益志愿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城投始终致力于推进党员
志愿者队伍建设，努力创建一支有品牌、有影响力、
有公信力的城投志愿服务队伍，更好地提升“城投铁
军”形象，为宁波这座“爱心”城市贡献自身一份力
量。 余涌

多年来，工行宁波市分行围绕“走出去”企业在全球范围
内调配和管理资金的需求，努力为宁波“走出去”的企业境外
资金运作的安全和在全球范围内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供强
有力的支撑。

工行宁波市分行首先为客户提供高效便捷的全球开户和
本地金融服务。其次实现一点接入、多币种、多银行资金聚合
管理。在业务合规的基础上，协助客户搭建多层级的账户架
构，方便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金集约管理。此外，借助
SWIFT渠道，直通世界各地SWIFT成员银行，可以帮助企业
轻松掌控各银行的账户资金情况，为客户构建全球一体化资
金管控平台，有效提升全球财资管理水平。

同时，工行宁波市分行帮助宁波“走出去”企业进行及时
有效的跨境资金调度，并协助客户灵活进行资金币种转换，
实现保值增值。 沈颖俊

工行宁波市分行
现金管理服务遍全球

我愿变成，童“画”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
膀守护你……篱笆墙、花·画、俄罗斯套娃，像是走进了爱丽
丝梦境，奇幻、绚丽。上周的“老物件”展还历历在目，这周，
宁波第二百货商店又有了新花样，那就一起走进童“画”世
界，那里有“花”，还有“画”……

7月27日至29日，宁波二百换季热卖，系列商品强势让
利，刷二百贵宾卡再享贵宾折扣。一年一度的贵宾积分兑换
活动酷爽进行中，陶瓷削皮刀、玻璃水杯、礼盒毛巾以及现金
券等礼品等你来兑换！

7月28日至29日，为期两天的“石画石说”——石头画系
列创意画展将在6楼闪亮登场，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块普通
的石头在画师精巧的设计和绘制下重生。此外，7月28日下
午，二百邀请“羽航文化·趣汇绘”工作室老师来现场上一堂生
动有趣的石头画DIY互动体验课程，感兴趣的可拨打0574-
87262828预约报名，限额10名，年龄不限，赶快行动吧！

一楼中国黄金强势推出潮流金饰专利“emoji系列”饰
品，带上它一起秒变“表情包”，中国黄金翡翠、足金和田玉、
K金饰品折后再享满1000元减60元，飞亚达时光表5折起
购，依波表“印象莫奈 时光映迹”艺术巡展，部分款式3折；
二楼电梯口特卖，安踏运动休闲畅享5折，沙驰男鞋特供款
超低价1至2折，梦特娇男鞋38折至5折，星期六凉鞋599
元两双，意尔康凉鞋69元至199元；三楼少淑女装夏装出
清，部分5折，桑扶兰内衣电梯口特卖20元至200元，四楼
仕女服饰夏款特惠35折起。五楼波司登、鸭鸭羽绒重装升
级，夏季买羽绒，寒冬不怕冻，六楼夏令床品热卖中……

激情一夏，与二百一周约一次，就“暑”你最“惠”玩儿！
张峰

一沙一“石”界 一“画”一天堂

去宁波二百遇见最好的你

7月19日晚，一场名为“大爱城投·筑梦
甬城”党员志愿服务驿站授牌仪式暨志愿服务
公益集市的活动在天一广场隆重举行。宁波
城投党员志愿者团队与众多甬城热心市民共
同携力，用爱心奉献之美，点亮城市的夜空。

城投公益事业升级 志愿服务驿站授牌
据悉，宁波城投系统目前拥有党员志愿者415

人，各子公司在多年的志愿服务实践中，逐渐形成了
兴光燃梦志愿者服务队、通投项目争速党员志愿服务
队、慈锋志愿服务队、天一志愿服务队、半边山“党员
志愿服务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东海学堂学雷
锋志愿者服务队”等多支志愿服务队伍，志愿服务涵
盖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足迹遍布宁波的大街小巷。

近年来，宁波城投始终致力于公益，倾力打造专
业化志愿服务团队。7月19日，这一公益事业迎来全

新升级，宁波城投公司党员志愿服务驿站正式成立，分
别为天一广场志愿服务驿站、兴光燃气志愿服务驿站、
南塘老街志愿服务驿站、慈城古城志愿服务驿站和半
边山志愿服务驿站。

聚沙成塔，众志成城。宁波城投志愿服务驿站
的成立，意味着宁波城投的志愿公益服务事业的进
一步普及和拓展，在号召汇聚更多人投身志愿服务
的同时，也将为宁波这座大爱之城带来更多的温暖
与感动。

爱心义卖助阵 公益主题多元展现
活动当晚，天一广场也组织了爱心义卖集市，商家

餐券、珠宝首饰、数码产品、流行服饰、生活用品，还有
来自城投员工们涂鸦创作的公益T恤……品类众多的
义卖商品获得了现场众多市民朋友的青睐，市民朋友
们不仅用实惠的价格购买了心仪的物品，更是为甬城
志愿服务事业献上了一份专属的爱心。据悉，此次公
益集市所得款项全部存入宁波城投志愿服务公益基金
账户，用于敬老爱幼、济困扶贫等专用款项。

广场两侧还设置了丰富的主题公益项目，城投

公司的“共建绿色城市”有奖问答、绿能公司的“垃圾
分类，志愿你我”、富达公司的“畅跑人生路”、海城&
城旅的“人文传承，诗意南塘”、半边山公司的“品味
国学，共沐经典”、两江公司的“书香一缕，与你共
享”、通投公司的“关爱小候鸟”、宁房&城投置业的

“以爱的名义献一份热血”，兴光燃气的“燃梦计划”、
广场公司的“留住幸福瞬间”和慈开公司的“践行慈
风孝行”……展现出宁波城投公益事业多元发展的
蓬勃之势。

志愿脚步不停歇 宁波城投在行动

调查咨询

驾驶培训

前途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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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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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贸五乡工厂聘车间主任及专
业验货人员各1名，5年以上机
电类工作经历，会电脑，宁波
地区优先。杨13806675379

搬家搬厂

●工人荷池危旧房改造项目（地
块四）被征收人范杰遗失私有
住宅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一
份，编号：东政房征决201629
-0242，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古林艺品轩家具经
营部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鄞州分局2010年05月27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33
0212608013866，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古林富家家具经营
部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鄞州分局2010年06月24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302
12608015329，声明作废

旧货回收

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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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刊登热线：56118880

●宁波唯尔电器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俞国麟）遗失对外贸易经营
者备案登记表壹份，声明作废●上海新新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签发的提单壹份不
慎遗失，提单号码：SYNN
GB18SE060049，船名航次：
MAERSK HANGZHOU
V. 824W，目的港：ANTWERP,
BELGIUM，箱号CNTR:
MSKU9046630/

MSKU0546213/
MRKU2416161/
PONU7989830，现声明作废。
宁波市龙嘉摩托车有限公司●宁波奥拓文具有限公司遗失正
本三正三副提单一套，提单号
码OOLU2102199580船名航
次CMA CGM VASCO DE
GAMA 0FL0RW1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刊登
热线 5611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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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好专业搬家搬设备87329310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

●高价收一切旧货13586580881严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舟山市机械制造企业招聘

机械工程师多名、生产厂长1名
工作地在舟山，解决住宿。
电话：13905801880夏先生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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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保税区海胜国际经

贸有限公司

清算公告
宁波江北泽友寝具厂投资

人已决定解散本厂，投资人成立
清算组，对本厂债权债务进行清
算。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厂书面
通知书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厂公告之日 45日内向本厂
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
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宁波江北泽友寝具厂
联系人：13957817790徐

1、福 庆 路 上 土 地 31.3 亩
厂 房 27000m2 转让，不久将
来 可 开 发 房 产 2、福 庆 路
上 约 1000m2 厂 房 出 租 ，适
合 买 钢 材 。 18668598277

土地厂房转让

联系电话：18094578988

店面出售薛家南路（十二庭院）
66-155m2买一层送一层

带租约清盘价
16000-21500元/m2

宁穿路五乡镇地段 1.厂房面
积约12.8亩，建筑约8千平方米，价
格3320万；2.厂房面积约6亩，建
筑4千平方米，价格1760万。
黄金地段，大型车辆可以出入。
联系电话:18968293785高

出售厂房

位于镇海区钟包路合生国际
城一楼带小花园，面积155m2，
售 价 258 万 送 部 分 家 具 。
13757471227房东 王先生

诚售房屋
餐饮一条街, 约600m2，位置
佳有车位，设备齐全，客源稳
定，接手即可经营，详情面谈！
联系人：15267855667 杨

镇海新城餐馆转让

华夏仁本殡仪服务

24H免费服务电话
400-800-8996

网址：www.chinascts.com

落实惠民政策
收费公开透明
打消民众顾虑

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 2018年 7月 26日股

东（大）会决议，宁海久业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2200万元减至200万元，现
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宁海久业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赵家立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330027212，声明作废
●宁海县大佳何昌东超市遗失
2011年05月23日核发的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26607004221，声明作废
●郑善法遗失残疾证，编号3302
0619290817231814，声明作废
●俞海跃（女)遗失宁波市宁波大
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签发的《出
生医学证明》一份，出生证号
码:G330134295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美芸日用品有限公
司遗失公司名称预先核准通知
书，声明作废
●宁波景阳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3302060104222）、财务章
（3302060104223）各一枚，
声明作废

钱湖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两家医疗卫生单位，因业务发
展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事业编制医护人员23名
详细请登录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管委会网站
（www.dqlake.gov.cn）

报名咨询电话：55226400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公开招聘事业编
制医护人员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人民币
减至100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正丰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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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山永光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招 标 公 告
宁波市海曙区青林湾西区

业委会委托宁波市国际招标有
限公司就“青林湾西区车禁系
统改造项目”（拍照系统改造项
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采购，现
邀请合格投标人参加投标。
联系电话：0574-87386429；
传真：0574-87642508。
宁波市海曙区青林湾西区业主委员会

2018年7月26日

本公司从事本地养老运营，因公司
发展需要，现聘离岗及退休人员，年
龄35-60岁，双休，待遇从优。
联系人13906686539周老师
地址：海曙大厦15楼1503

招聘（美嘉乐）

合并公告（吸收合并）
根据浙江中塑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与余姚市中国塑料城塑模

制品采购中心有限公司的合并协议，两公司合并，合并采取吸收
合并的方式，即浙江中塑在线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余姚市中
国塑料城塑模制品采购中心有限公司，浙江中塑在线股份有限
公司存续；余姚市中国塑料城塑模制品采购中心有限公司解散
注销。合并后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及相关的权利义务，由浙江
中塑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浙江中塑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市中国塑料城塑模制品采购中心有限公司

本人征婚
单身女59岁,身材气质佳，
有爱心，宁波人市区有房，
事业退休，家庭条件优越，
爱好旅游和户外活动，诚心
寻找一位人品好，身体健康
真心过日子的有缘男士为伴，
(地区条件不限，有缘可尽快
生活在一起，可落户女方。)
本人电话：13157486167

本人征婚
丧偶女76岁，善良贤惠，心
态年轻，为人厚道，丧偶多
年，独居市区条件优，现在
年龄大了一个人过真的很
孤独，希望找个投缘的老来
伴，共享天伦之乐，有缘尽
快在一起生活，愿上门更
好，地区，年龄不限！
委托电话:17044871358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妙音机械厂
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3302111
97003211515 声明作废●浙江华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遗失提单1份，抬头ETERN
ITY INT’L FREIGHT
FORWARDER(SHENZ
HEN)LTD 提单号NGX
60228065声明作废●寿怡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330152591声明作废●施琼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H330206760声明作废●宁波市江北国力板式热交换器
厂遗失营业执照副本9133020
57342713449声明作废●宁波载程固立摩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号3302030131
517声明作废

●宁波华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1年12月22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30204
000090381，声明作废●米本刚遗失安城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商业批单
印刷号一份，号码：20160336
0162809，车牌号浙B13CC8，
声明作废。●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圣弘软件
有限公司遗失宁波市北仑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2009年06月09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330206000060794声明作废●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翼杉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行为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电
商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41560201声明作废

●杭州点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宁
波象山分公司遗失象山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7年06月09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913302253
16922108J声明作废●俞华芳遗失浙江省宁波市国家
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一张，发
票号码02843700发票代码133
021723203金额：16538元，
声明作废●宁波市江北富隆水产行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20
025318701开户行：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繁景支行，
声明作废。●陈豪森遗失维修电工中级证书
1511322001400256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邱隘新碧海浴室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30212
601012336，声明作废

●遗失慈溪市鑫益达模具厂公章
一枚编号3302820098694，
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姜山美约造型美发
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9233021
2MA28YKL012 声明作废●宁波中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号3302040157
468声明作废

“大爱城投·筑梦甬城”
以爱心之美
点亮天一广场的夜空夜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