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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咨询

法律服务

旧货回收

搬家搬厂

商品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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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业出租转让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81100126陶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

●高价收一切旧货13586580881严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友好专业搬家搬设备87329310

●大大特价洗洁精等 1806909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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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厂房土地或投资合作，
联系电话：87803099王

●回收二手物资设备13857896809

●求购海曙、鄞州、江北60-100
平方一手店面胡13685899000

●宁波黄金地段泊景庭独栋别墅
628㎡售价3700万13857896809

●宁波市君锋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遗失敦豪全球货运（中国）有
限公司所发提单一份，提单号
码1NG291760收货人SMP
TRADE SRL 船名航次
MSC KATRINA
FX835W,声明作废
●喻乐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330392194，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现我单位需采购中兴MCU

(M--900)网络型设备壹台，望
有意者前来联系。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10月5日。
联系人： 邹先生15695740969

林先生15669106109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11部队

集士港预拆迁地块，
适宜投资。厂房 5 亩
证件齐全，砖混厂房
2760 平 方 ，钢 棚 600
平方。变压器 250 千
瓦，价格 1350 万，已
出租70万每年。
联系人13777218888陈

厂房出售

现有北仑经营性公墓地
整体转让或联营、承包。

欢迎来电洽谈！
陈小姐：13396618818

公墓地转让

现 有 麦 德 龙 旁 边 面 积
在 4000m2 左 右 对 外 出
租或者合作开发项目。
有意至电：18458669713唐

出租（合作）

大型中式快餐连锁店，业主另
有发展，全新装修，证件齐全，
接手就可营业。转让费面谈。
电话：15088857698 周先生

快餐连锁店转让

买锅炉优选“仰望”牌，在市
场上广受欢迎，欢迎来人来
电咨询，愿与您合作达双赢。
销售主管：蒋建定
电话：13968284728

锅 炉 销 售 华夏仁本殡仪服务

24H免费服务电话
400-800-8996

网址：www.chinascts.com

严谨恭敬代表我们
对生死大事的慎重
专业诚恳让家属对
我们感到安心信赖

个人征婚
丧偶女56岁，中等身材，肤
白大方，白天忙于事业到了
晚上感觉到孤独寂寞，真心
寻找一位有修养会享受生
活，通情达理的有缘男士，
互相扶持，相伴到老一起度
过幸福快乐的晚年。愿上
门更好，地区、经济不限。
热线：17053387733

●宁波市北仑区春晓浩轩超市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各一
本，许可证编号：JY133020
60138216，声明作废
●房军遗失浙江省卫生厅2008年
12月02日核发的护士执业证
一本，证书编号200833045694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区佛教协会遗失收
据一份，号码：1650673690(
陆万元整)，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东区餐饮协会遗失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
编号：社证字第700036号，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

将注册资本由 300000000
元人民币减至 241810000
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
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镇洋化工发展有限公司

●壹鼎装饰:装修翻新87483884

注销公告
宁波市江东区餐饮协会会

员大会决议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根据相关规定成立清算小
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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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豪杰
电话：15058435321

特此公告
宁波市江东区餐饮协会清算组

●徐洁遗失浙B773QZ中国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
业险保单一份，保单号ANI
B901Y1418B001649S流水
号CFBA1801567175，
声明作废。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遗失骛德华
舜物流（上海）有限公司宁波
分公司正本货代航运提单三正
四副，船名航次CAP SAN
VINCENT V.834W集装
箱号MSKU5239647/ML
-CN1086872,MSKU7468
576/ML-CN1105372提单
号SNB08180046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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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康涌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外事旅游汽车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遗失宁波市市区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城西分社开户许可
证正本原件一张，核准号：J
3320017019302声明作废

●代源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G330129787，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佳锦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3302030017643）
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百惠烟杂店遗失食
品流通许可证正本SP33020312
50026923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东区餐饮协会遗失公
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轿辰美通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张，发票号码0141
7344发票代码033021800104
金额：3712元，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刊登热线：5611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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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陆晶晶）一般工
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向全社会作出的重要承诺。记者从市物价局获悉，
我市已超额完成国务院“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
10%”的任务，全市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价金额全年预
计可达10亿元，但还有不少工商业用户没有享受到
降电价福利。市发改委表示，一般工商业用户如遇
红利被截留的情况，可拨打价格举报电话12358、供
电服务热线95598进行举报。

今年以来，我省已出台四批次一般工商业电价
降价措施，降价幅度合计为8.4分，超额完成国务院

“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的任务。全市一
般工商业电价降价金额全年预计可达10亿元。

目前，我市大多数一般工商业用户与电网企业
直接结算，即由电网企业直接抄表，执行目录电价，
这部分由电网企业直接抄表的一般工商用户，都将
直接享受降价红利。

但是，我市还有相当一部分一般工商业用户与
电网企业是非直接结算关系，是由商业综合体、产业
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供电主体转供的。据了解，
这些终端用户缴纳的电费仍然是1.1元、1.2元，有的
甚至更高。主要原因是一些转供电主体将今年以来
的降价红利截留了，未传导到终端用户，很多商户没
有降电价的获得感。

为此，市物价局联合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着力于
清理规范市本级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本次

清理规范的重点是按一般工商业电价
与电力公司结算电费的商业综合体、
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四类转供电
主体，不含按居民合表电价与电力部
门结算电费的单位，比如某小区或某
公寓楼物业。

为了让广大工商业用户真正获得
降低电价的实惠，市物价局联合国网
宁波供电公司印发了《宁波市物价局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关于全面清理规范
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的通知》，
向转供电主体发放《关于清理规范转
供电价格政策告知书》，督促转供电主
体抓紧整改，及时传导降价红利，规范
与终端用户的电费结算方式。

下一步，物价部门还将会同电力
部门进一步排摸我市转供电主体情
况，建立转供电主体整改台账，开展转
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专项检查等。

市物价局表示，转供电主体年底
前仍未将降电价红利传导到终端用
户，未按要求规范电费结算方式的，一
般工商业用户可通过价格举报电话
12358、供电服务热线95598举报相关
违法违规行为，各地价格监督检查部
门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从严查处。

国家给全市一般工商业用户
发10亿元降电费“红包”
市物价局：如红利被截留可拨打12358举报

本报讯（记者 周静 通讯员 汪梓雯）近日，一些商
家拒收人民币现金的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消费的时
候选择移动支付或者现金支付，是消费者的权利。“消费
者的支付需求是多样性的，仍然有很多消费者习惯使用
现金进行支付。”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相关人
士通过本报提醒广大市民，如果碰到商家拒收现金的情
况，可以拨打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12363投诉电话
进行举报。

为了保护消费者权益，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整治拒
收现金公告。那么，哪些是拒收现金行为呢？被拒收现
金又该如何处理呢？根据相关政策，人民银行市中心支
行为大家进行了梳理：

美食广场、旅游景区、游乐中心等统一收银、档口经
营的场所，以及园区、校园内使用内部卡消费、向社会开
放的场所，应当接受现金支付或者购卡充值，并保证消
费者可以自由退款。

有收费职能的政府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公共服务机
构的政务大厅、营业厅、收费所等场所，应当接受现金支付。

设有非现金支付的停车场，应当有明显标识指引现
金通道和非现金通道，不得为消费者使用现金设置障碍
和歧视性条件。

不过，如果是采用无人销售方式的，如无人商店、无
人停车场，并且不具备收取现金所需人员、设备、场地等
条件的，不认定为拒收现金行为。

“总之，任何单位和个人非因法定理由不接受现金
的，可以认定为拒收现金行为。”相关人士表示，使用现
金进行支付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任何单位经认定有拒
收现金行为的，人民银行将依据法规按照情节轻重进行
行政处罚。

商家拒收现金
打12363投诉！

本报讯（记者 黎莉 通讯员 邱萍）根据国家发改
委下发的调价通知，从10月1日零时起调整国内汽柴油
零售价格，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40元、230元，本
次调价也是今年内第12次上调。

本次调价后，92号汽油10388元/吨，7.82元/升，每
升上调0.19元；95号汽油10976元/吨，8.32元/升，每升
上调0.20元；98号汽油11760元/吨，9.11元/升，每升上
调0.22元；0号车用柴油8745元/吨，7.49元/升，每升上
调0.2元。调整后，60升的家用汽车油箱加满95号汽油
要多花费12元。下一次成品油零售价调价窗口的开启
时间为10月20日零时。

成品油价
迎来年内第12次上调

昨 日 1030 左
右，宁波市桃源水厂
又 一 节 点 性 工 程
——穿越姚江顶管
顶 进 施 工 顺 利 完
成。顶管全长 545
米，管径 2 米，该段
顺利贯通为桃源水
厂北外环支线全线
贯通奠定了坚实基
础。桃源水厂出厂
管线工程全长 46.9
公里，目前已完成管
道敷设28.08公里。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林涵 摄

桃源水厂通水管道穿越姚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