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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
说。近日，梅赛德斯-奔驰携梅赛德斯-奔
驰、梅赛德斯-迈巴赫、梅赛德斯-AMG及
smart四大品牌，共23款车型登陆2018杭州
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尽展三叉星徽的非凡
实力与迷人风范。

在追求“最好”的道路上，梅赛德斯-奔驰
永未停步，对于S级轿车来说，尤为如此。此
次车展，梅赛德斯-迈巴赫带来2018款梅赛
德斯-迈巴赫 S 680、梅赛德斯-迈巴赫 S
560 4MATIC两款车型，为中国消费者呈现

更为尊崇与个性的至臻之享。
本次杭州车展，梅赛德斯-奔驰E级轿跑

车家族的新成员——梅赛德斯-奔驰E 350
4MATIC轿跑车迎来上市，以绝美设计与创
新动力的精妙相融，行止之间，尽展迷人魅力，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全新个性选择。

“生势，不凡”的梅赛德斯-AMG 43家
族也带来了2018款梅赛德斯-AMG GLC
43 4MATIC SUV，以动感时尚的外观设计
和兼具运动与实用性的内部空间，提供完美
平衡赛道激情与日常驾驶的极致乐趣。包佳

近日，以“无处不担当”为主题的全新
BMW X3东南区全情释放之旅活动在宁波
正式启动。来自宁波地区的120位用户驾驶
全新BMW X3，在秀美大气的宁波东钱湖畔
享受宝马带来的纯粹驾驶乐趣。

沿着湖边环湖公路，随着车速的增加，对
车辆安全性的要求也更高。全新BMW X3
大量采用铝合金材质与1000兆帕热成型高
强度钢，让驾驶更加安心。全新BMW X3
可以开启交通拥堵辅助功能，在频繁走走停
停的枯燥路况中实现跟随前车行驶，并通过
自动刹车和加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行至山间，2.0T发动机和8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组合，使得动力充沛且平顺；前后轴50:50
的完美配重，带来既轻盈又准确的转向手感；更
紧凑高效的xDrive智能全轮驱动系统，时刻监
控着每个车轮的动态并可实时调节，无论急弯
还是缓坡都能精准执行驾驶者的心意。

长时间的驾驶往往会单调且疲倦，全新
一代BMW X3通过豪华创新的科技配置让
旅程变得有声有色，你只需要对智能语音识
别系统说出歌名，Apple CarPlay + WIFI
热点组合，能让手机中几乎所有的多媒体资
料和车辆无缝对接，并保持随时在线；同级最
大的屏幕组合和手势控制等高价值标准配
置，更让全新BMW X3入门即豪华。 包佳

当今社会，有那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有思
想，有态度，浑身充满着天生无畏的自信，为
这个时代注入满满的活力血液。在汽车圈，
也有那么一款魅力慑人的年轻明星车型，它
充满活力，不愿妥协，力求兼顾设计、动力、油
耗、操控等方面，那就是新雷凌185T。

不得不说，新雷凌185T的外观的确很符
合这个“颜值当道”时代的审美标准，它具有
直逼中高级车的2700mm车身轴距，六角型
的下格栅设计大气宽阔，透镜式前大灯和
LED组合尾灯的结合，整体外观酷炫大气。

新雷凌185T搭载新一代智能T动力，即
丰田先进的“D-4T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与

“S-CVT模拟8速超智能无级变速箱”动力

总成，在驾驶过程中明显感受到新雷凌185T
动力十分强劲带感。之所以不同于传统涡轮
增压发动机，那是因为它采用了小型涡轮增
压器和水冷式中间冷却器，两者基本消除了
发动机的涡轮迟滞，实现了快速的油门响
应。百公里综合油耗仅在5.4L左右，动力强
油耗低，不得不说这辆车的确非常给力。

新雷凌185T具有自带百度Carlife的实
时路况系统，能进行语言识别操作。只要说
出目的地，所有的路况路线都可以在8英寸
大屏上查看得一清二楚，很好地规避了拥堵
路线。不仅如此，通过百度CarLife还可与手
机进行同步互联，影音娱乐和在线通信等功
能都不在话下。 包佳

10 月 5 日—7 日，“Catch Me
If You Can速来追我”雪佛兰直通
NASCAR 2018极速之城挑战赛登
陆宁波。

在宁波的罗蒙环球城外广场上，
雪佛兰专属定制的超过1200㎡的
CBD专属赛道，里面共有7个弯道，
每个都形态各异角度刁钻，这对参赛
选手和科鲁兹都是极大的考验。

在赛道里科鲁兹将其背后的运
动科学展现得淋漓尽致。凭借精准
的操控性能、高效的动力总成、稳定
的车身结构、动感潮流的外观造型
等，征服了在场所有的参赛选手。雪
佛兰将赛车技术下沉至民用车中，纽
博格林赛道级底盘调校搭配后悬架
采用通用专利增强型瓦特连杆，在赛
道内带来“如影随形”般的响应速

度。同时有了增强型瓦特连杆增强
侧向刚度，在过弯时吸收80%的侧
向荷载，让运动过弯干净利落。

不仅如此，科鲁兹搭载了1.4T+
DCG7和1.5L+6AT两套动力总成，
顶置直喷发动机带来超强进气造就
强劲加速性能。在赛道的直线加速
段中动力响应超前，大呼过瘾。

“Catch Me If You Can速来
追我”，雪佛兰直通NASCAR2018
极速之城挑战赛宁波站，雪佛兰科鲁
兹凭借在动力系统、空气动力学、轻
量化等方面的强大实力与高能玩家
们组成最佳拍档，在这条充满信仰与
热爱的光荣赛道上，一起随着引擎的
轰鸣声追逐速度梦想，创造宁波站的
决胜佳绩。

包佳

10月9日-10月11日，记者与
奕泽IZOA一起体验奕·YOUNG杭
州，感受驾驭随心的酣畅快感，领略
了不奕样的快意人生！

作为TNGA丰巢概念下的首款
SUV，“高颜值”是奕泽IZOA与生俱
来的时尚标签。

至于行驶表现，奕泽IZOA搭载
了首款TNGA 2.0L喷气流控发动
机和新一代10速双传动CVT变速
箱。

行驶在杭州的城市道路上，免不
了走走停停。这时候，就可以体验到
奕泽IZOA配备的智能节油启停系
统的优势了。

当车辆驶上高速后，深踩油门踏
板，转速迅速拉高，线性、有力的加速
感随之而来，而且非常平稳，完全没
有突然前蹿的感觉。说到这儿，还得
再提奕泽IZOA搭载的这款发动机，

由于采用了双喷射技术，在转速达到
4000转以上后，供油方式改为缸内
直喷，带来更为强劲、持续的动力输
出；再加上10速双传动CVT变速器
在中高速阶段也切换成了钢带传动，
换挡平顺，没有顿挫感，非常舒适。

一路飞驰，来到素有“中国秋名
山”之称的王位山66弯道，这里的山
道蜿蜒曲折，盘旋上升，加上高速弯、
发卡弯、上坡、下坡等特点，面对这样
的路况，奕泽的表现丝毫没有露怯，
将车身灵活、转向精准的特点发挥到
了极致。

在整个驾驶过程中，DRCC动态
雷达巡航控制系统和LDA车道偏离
警示系统也是非常有用的。

一天的试驾，奕泽IZOA在细节
上所展现出来的高品质，已经完全征
服了我的心。

包佳

动力强 油耗低
新雷凌185T引领智能T潮

梅赛德斯-奔驰夺目亮相2018杭州国际车展

全情释放全能担当全新BMW X3燃情甬城

奕·YOUNG杭州
奕泽IZOA开启快意之旅

雪佛兰直通NASCAR
2018极速之城挑战赛酣战宁波

调查咨询

法律服务

搬家搬厂

商品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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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是100%国有控股公
司，公司主营环卫保洁、绿化养
护、市政养护等业务。
现因业务需要，诚聘以下岗位：
驾驶员一名，要求45周岁以下，
执A驾照及以上，具有5年以上
大车驾龄经验。
联 系 人：何小姐、应小姐
联系方式：87910710
公司地址：宁波高新区江南路
1872号

宁波高新区新城市政
环境服务有限公司诚聘

拥 有 400 余 间 超 大 客 房 ，
1200 平 米 豪 华 会 议 厅 、中 西
餐 厅 ，1000 个 免 费 停 车 位 ，
可 承 办 大 型 会 务 、婚 宴 、旅
游及企事业团队各项活动。

宁波中山丽都酒店
会务餐饮 商务旅游

新开酒店热诚欢迎各界朋友
来电洽谈商务合作事宜
另有酒店沿街商铺出租

18968397818、0574-88970909
地址：奉化区宝化路118号

位于车轿街 69 号恒泰大厦
8 楼 ，面 积 364.77m2，朝 向
东南，现出租中，年收租金
40 万 ，售 价 18500 元/m2。
电话：13805879906

写字楼出售

鄞县大道和天童路地铁
三号线出口，原中信银
行出租，面积1000m2，租
金面议18969801114杜

旺铺出租

物业出租转让 ●大大特价洗洁精等 18069090385
●壹鼎装饰:装修翻新87483884

●转让高科技电子产品技术及生
产设备具体面议18057406196

●友好专业搬家搬设备87329310
●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81100126陶●高价收一切旧货13586580881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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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购海曙、鄞州、江北60-100
平方一手店面胡13685899000●鄞州四明东路128号2间店面出
租，约95m2已装修13906619527●江北康庄路边一层仓库厂房
1000平方出租13345965936

有旧货请拨13884469298

海曙区人民政府月湖街道办事处
关于招聘编外工作人员的公告

海曙区月湖街道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 2名。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岗位设置及要求 1、公共安全监督工作人员 1名，年龄
在40周岁以下，有公共安全监督工作经验者优先；
2、经济发展服务工作人员1名，年龄在35周岁以下，有经济发展
服务、统计工作经验者优先。
以上人员须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二、报名程序1、时间：即日起至2018年10月14日；2、需提供
资料：《海曙区人民政府月湖街道办事处招聘编外工作人员报名
表》，可在月湖街道办事处网站（http://www.haishu.gov.cn/col/
col128113/index.html）下载；3、方式方法：本次招聘采用网上报名方
式，不接受现场报名。请填写报名表并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
237985987@qq.com。
4、报考咨询电话：0574-87191809。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月湖街道办事处
2018年10月8日

仓库市场房产招租
现有宁波环城北路西段34号仓库房产（现为

华康家私市场）公开招租：
一、面积约2.5万平米；
二、租期8年；
三、用途：仓储及市场用地，不得从事足

浴、按摩、洗浴、网吧、KTV、棋牌、P2P 借
贷、有污染、噪声及存在扰民情况的行业，严禁
存放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品。
咨询电话：邱经理0574-87355594/13705746211

张经理0571-87238932

北仑下邵五盟村 1400m2

和 500m2 两幢厂房出租
13806633118 陈 先 生

厂房出租 宁波财富中心
全江景商业用房租售
财富中心自有多套300-1200平
写字楼租售，精装修，拎包即用。
客户介绍佣金照付，直租免佣
1376008503 13116611563

鄞州福明街道城东院小区公开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报名截止
10月18日。
联系电话：15067429601

13355960240

招聘物业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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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征婚
丧偶女64岁，贤惠朴素，善
良有爱心，退休无负担，独居
大套住宅，平时爱好旅游听
戏，年纪大了身边没有亲人
感到越来越孤单，真心寻找
一位身体健康性格好，人品
好，有责任心的男士为伴，地
区条件不限，有缘尽快生活
在一起，愿住在女方家更好。
热线：13221989767

声明公告

撤销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决定取消 2018 年 07 月 14 日
在《宁波晚报》上刊登的注
销 公 告 ，同 时 解 散 清 算 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终止手续，继续经营。

特此公告
宁波界金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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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江东晖翔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涌上土灶台
海鲜餐厅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302110108529，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中河兰绿萝室内环
境检测服务部遗失财务章一枚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中河徐跃管道商行
遗失开户行为宁波银行明州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20
023494902，账号33010122000
323837声明作废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1800万元人民币

减到15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沃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26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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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海硕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遗失太平财产保险商业险保单，
保单流水号:180002483299，被
保险人:吴欣烨，车牌号:
浙B.Z767C.特此声明
●茅军儿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
号200833005941声明作废
●郑宇遗失展业证编号02000733
020080002015007458声明作废
●鲍翊宸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S330127508声明作废
●全皓榆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330193200 声明作废
●宁海县俞建斌餐厅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根据 2018 年 10 月 11 日股
东（大）会决议，宁波因达克迅
电器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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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因达克迅电器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公司减资公告解散清算公告
宁波乔初模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决定解散公司，成立公司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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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亚素
联系电话：13586666905
地址：宁海县跃龙街道檀树头路模具城
邮编：315600
宁波乔初模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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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鄞州顺亚服饰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城市管理局2018
年8月20日遗失浙江省罚没财物
专用票据第二联，代码13101号
码1701240968声明遗失
●叶波遗失城市之光7、8#商铺
1-8发票3张，发票号码002680
51（50000元）、号码00268053
（818073元）、号码00268155
（842719元），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发票
2张，岳凌波（号码1752333490
金额6353元）、岳凌波婴（号
码1752333489金额1442.44元）
声明作废

●宁波一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6年11月16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1MA282Y6BX0声明作废
●宁波市博易进出口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6年02月24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3756264444G，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明吉物资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开
户行鄞州银行中河支行，核准
号J3320011092202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

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50万元人民币。敬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联系人：顾赛丽
联系方式：15158373639

宁波铭辉金属矿产有限公司

●蒋联双遗失宁波新中房城北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
普通发票，发票代码33021643
50，发票号码01076050，金额
710601元，声明作废
●宁波晟睿塑胶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3302060245651，
声明作废
●浙AA18D6商业险保单遗失，
保单号ANIB905Y1418B00
2480J，流水号：CFBA18
02967441，声明作废
●彭羽晞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330725142，声明作废

●今遗失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保单正本
流水号110336000018000218
61，发票流水号330217332002
541069，现声明作废。
●郑茜茜遗失初级会计证书，编
号：14065575声明作废
●宁波泓杭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3302050169364），
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张朋汽车维修店遗
失中国银行洪塘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320034689401
编号3310-04378998声明作废

●宁波春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22000
7215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刊登
热线 56118880

全年无休 全天候办理

办理地址：海曙区灵桥路699号601（芝士公园对面） 支持微信办理 免费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