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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11月10日，用户即可在天
猫商城参与灵耀U 2代预约活动。即日
起至11月 11日支付定金100元，11月
11日01:00到23:59支付尾款，即可以
到手价6499元将灵耀U 2代带回家。第

1名支付定金并购机
的 用 户 还 将 获 得
1000 元现金红包，
第2名至30名用户
则将获得淘票票15
元代金券6张；第31
名到 200 名的用户
则可获得淘票票15
元代金券2张，购机
用户均能获赠单肩
包、鼠标垫、有线鼠
标 以 及 USB 转 网
口，超值惊喜，丰富

礼品，尽在天猫华硕恩荣专卖店。
预 售 链 接 ：https://detail.tmall.

com/item.htm?id=
577175096425&sku_properties=
5919063:6536025

秋风欲浓，吹落柔情一地；丹桂飘
香，带来一树情怀。眼看着霜降已过，
天气一天凉似一天，大家要注意及时增
添衣物哦。宁波第二百货商店已经为
大家准备好一波暖心换季福利啦。

10月26日至28日期间，通过宁波
二百公众号绑定成为VIP线上会员，即
可至二百6楼总服务台领取时尚水杯一
个。同时，在二百的一楼西门出口处，
新客户现场办理广发信用卡，可赠领20
寸拉杆箱一只和100元二百消费卡一
张。

除上述活动外，宁波二百一楼中国
黄金专厅时尚新款荟萃，引领金饰风
潮，高纯金推广价460元/克，购中国黄

金镶嵌、翡翠、金镶和田玉、红蓝宝等折
后再享满 6000 元送 50 元银饰券，满
10000元送100元银饰券；二楼匡威运
动服饰5折起；星期六女鞋组合价两双
899元起；意尔康皮鞋第二双半价。三
楼少淑女服饰和青年休闲服饰新款上
柜，秋装低至5折。气温渐凉，四楼羊绒
毛衫折上送惊喜——满500元立减50
元（个别品牌除外，详见柜台明示），大
家可以提前备上几件啦。六楼床品
2018秋冬被子节还在火热进行中，购家
纺床品实付满500元送50元现金券（券
仅限购买六楼床品使用）。

本周末，趁着秋高气爽的天气，去
二百看看吧。 包佳

醉美金秋焕新季
二百暖心备福利

实力Carry职场
华硕灵耀U 2代天猫预约赋能办公

秋风和凉意越来越明显，大家的风
衣造型还没有上线吗？如果你正在苦恼
于太过保守的风衣LOOK没有新意，那
么今年秋天走红的拖地长风衣或许会给
你一些全新的搭配灵感。超长风衣并没
有你想象中那么高难度，大家可以学学
这些技巧。

腰带款让你细腰长腿都GET
在所有超长风衣里，腰带款应该算是

相对最友善的。因为腰带不仅能勾勒出腰
线让你看起来窈窕不少，而且合理的腰线
位置还能有助拉长双腿比例，收腰款亦是
如此。

轻材质款让你美得“不负重”
既然超长风衣已经是体量很大的存在

了，那么尽量要避开过于厚重的材质让自
己“雪上加霜”。挑选时，应优先考虑轻盈
的防风防水材质，“走路带风”的感觉能有

效降低长风衣对身高的压迫感。
大翻领款让你拥有超强气场
风衣总是难免要和英气的翻领联系在

一起，超长风衣亦然。超长风衣配上硬挺
的大翻领，的确会让穿着人的气场提升一
个档次。

H型款让你百搭无压力
说到风衣自然少不了最经典的直线

型，也就是H型剪裁的样式。这种版型的

风衣几乎可以包容任何身材的人来穿，所
以是容错度极高的百搭佳品。

我们要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实际身高
来挑选长度，及踝长、拖地长，选定你最适
合的风衣长度即可。

而至于搭配，H型风衣也没有太大顾
忌，只需兼顾保温抗风和简约修身就可以
让你妥妥驾驭。

据网易

风衣今年流行拖地长的

声明公告
刊登热线：56118880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公告
个体工商户余姚市仁云光

学仪器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281MA2AHEME5W， 现
拟转型升级变更为余姚市仁云
光学仪器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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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仁云

合 并 公 告（吸 收 合 并）
根据宁波新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映山红电器有限公

司的合并协议，两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合并，宁波新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宁波映山红电器有限公司；宁波映山红
电器有限公司解散注销。合并前宁波新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叁仟万元，宁波映山红电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肆佰万元，
合并后宁波新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叁仟万元，宁波映山
红电器有限公司的资产归宁波新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有，所有
债权债务由宁波新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继。特此公告。

宁波新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映山红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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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天谕美彩印设备科

技有限公司

招标信息
我单位码头维修工程，欢

迎有码头或水工建设经验且具
备资质的单位报名,项目投资
概算约 249 万元,报名截止时
间:2018年 10月 30日。
报名电话:秦先生13208066127

注销公告
经成员大会决议，本

专业合作社决定注销，同
时成立清算小组，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注销工商手
续，特此公告。
宁波市北仑区白峰镇山

茗茶叶专业合作社

注销公告
经董事会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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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金万科机电技术有

限公司

分 立 公 告
根据宁波万年基业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拟

分立为宁波万年基业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存续公司）和宁波万钧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新设公司）两家公司。原宁波万年基业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继续存续，分立前公司注册资本 48250万元。分
立后宁波万年基业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250万元、宁波
万钧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0000万元；分立后原公司的
债务由分立后的各家公司共同承担。

特此公告！
宁波万年基业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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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易代通资产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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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富达米萝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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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百锐房地产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债权债务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妮妮

幼儿园因幼儿园关停，对关停前
债权债务（包括抵押和担保）和经
济纠纷进行清理，对于法人存续
期间的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持合
法手续可到我单位联系登记事
宜，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有效，
逾期我单位不承担任何的法律责
任，特此公告。联系人：倪海男
15258195573地址：宁波市镇海区
骆驼街道秒胜寺村姚家水仓24号

招标信息
我单位进行饮用水系统改

造，欢迎市政三级及以上资质公
司参加，项目投资概算 30万元，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10月29日。
报名电话：崔先生15695803643

马先生15695802330
地址：象山县石浦镇半岭村1号

31610部队56分队
2018年10月26日

●宁海县精伟特种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份，
核准号J3322005424101，开户
行：宁波宁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冠庄支行，声明作废●宁波市海曙石碶天悦酒店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一份，核准号
J3320043986701，开户银行：
鄞州银行联丰支行，声明作废●宁波市曙光小学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宁波市北仑新城大药房心诚分
店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证号：浙DB5742657，声明
作废●宁波拓达广告设计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33696201声明作废

●人保遗失保单两份，商业险代
码AEDAAE0015D00，流
水号33021700419844，交强险
代码AEDZAA2013Z00，
流水号33021700522602，
特此声明作废●宁波市汇豪卡丁车运动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20035793201 声明作废●树睿暄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R330575937声明作废●大搜赵明月遗失交强险保
单：1710148057，声明作废。

●徐天林遗失2010年8月31日与
宁波市海曙区房屋拆迁事务所
签订的私有住宅拆迁直接安置
协议一份,编号：浙甬10011-30
-1，声明作废●李如福遗失2012年4月18日与
宁波国家高新区房屋征收管理
办公司签订安置协议，协议编
号甬高新拆字2012-漕-（2），
声明作废●宁波市海曙石碶天悦酒店遗失
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05月19日核发个体户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30203MA2911FG3B声明作废●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遗失已
填开专用发票1份，代码330017
4130号码17571042声明作废

●王再岳遗失2016年12月9日与
宁波国家高新区房屋征收管理
办公室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一
份，协议编号：甬政高科房征
20161-0136，声明作废●宁波华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遗失开户行为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华光城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20
030164401，声明作废●周玲玲遗失太平洋车辆商业保
险原单1份，证件编号CFBA
1714273195，保险单号ANI
B901Y1417B065021U,声
明作废●宁波市北仑区大碶鲁班门窗店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0601
65586，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大碶丽元食品店
遗失开户行为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宁波开发区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20042476101，账号
94110154730003176声明作废●宁波中谐经贸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宁波
市江东支行开户许可证一本，
核准号J3320011073404，声
明作废●田浩遗失宁波市鄞州城投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
通发票购买386号车位发票1张
发票代码3302164350号码003
10290（108900元）声明遗失●宁波市鄞州烁源纸制品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12
0308240，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烁源纸制品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盛莫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33200394
35001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烁源纸制品有限公
司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6年09月05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212MA282KJK
8A声明作废●宁波市江东区菲凯美检测仪器
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本人张豪蓥，车牌：浙B7Y2
W7遗失华泰保险商业险保单
一份，流水号为：16033531
81，特此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羽飞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行为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万达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33200310
00601，声明作废●本人薛凯遗失宁波工程学院建
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的毕业
证一本，编号11058120140500
2004，声明作废●宁波鄞州荟正会计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陈容、陈元金遗失宁波鄞州城
投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发
票，发票代码3302161350号码
02972060（298224.32元）；
遗失购房合同，编号2016031
300154，声明作废●宁波市金通速递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章（蔡照平），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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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咨询
物业出租转让法律服务

旧货回收
搬家搬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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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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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士港白岳一楼厂房出租，
面积1518m2。电话13777075595

●慈城私营工业区一楼宿舍100m2

二楼厂房1980m2出租13805844605

●高价收一切旧货13586580881严

有旧货请拨1388446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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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价回收旧设备13857896809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交通事故、工伤赔偿13516880807

商品供求

●大大特价洗洁精等 18069090385
●壹鼎装饰:装修翻新87483884

每天早上 8:30 到 11:00 上班，双
休 。 待 遇 ：3000- 4000 元 + 奖
金+四险一金，年龄 22～50 岁，
学历高中及以上。 阳光服务

张老师 13123830775
陆老师 13857827151

诚聘待业人员

宁波国家高新区城管执法局公开招聘
执法辅助人员实施方案

因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执法辅助人员9名，具
体方案如下：
一、招聘范围、对象及条件

1、适合男性，年龄在40周岁以下，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
2、要求身体健康，遵纪守法，具有良好品行，服从工作分

配，无违法犯罪记录。
二、报名、资格审核

1.时间：截止到2018年11月8日。
2.地点：高新区城管执法局（广贤路997号621室）。
3.要求：应聘人员填写报名表，并随带近期免冠1寸照1

张、身份证、学历证书、户口簿（户籍证明或居住证）等职位要
求提供的资料原件及复印件，接受资格审核。

4.报名咨询电话：0574-89288792（王老师）

宁波市民政局直属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因工作需要，经批准现宁波市民政
局部分直属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事业编制工作人员。招聘报名时间：
2018年10月29日—31日。详情请登录宁
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
www.nbhrss.gov.cn/)或宁波市民政局网站
（http://www.nbmz.gov.cn/）查询。

近年来，类风湿关节炎这一风湿性疾病逐渐被重视起来，当
患者出现关节肿痛、疲劳、乏力、低热、手足发冷、僵硬等信号时，
如及时到医院就诊、确诊后，就获得了治疗的“黄金时间”，才能
把疾病危害降到最低。为了更好普及类风湿关节炎疾病的相关
知识，本院特开设类风湿关节炎疾病专题宣讲，由风湿免疫科林
吉霞主治医师主讲，主讲内容为：1.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重点
讲解与骨关节炎的区别。2.类风湿关节炎的药物治疗，重点讲
解个性化的用药方案。3. 类风湿关节炎的平时护理和功能锻
炼，重点演示手指操等规范动作。宣讲定于2018年10月31日下午
14：00在宁波市第六医院门诊二楼大厅举行，望广大病友积极参与。

健 康 讲 座 ——类风湿关节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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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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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有鄞州区横溪镇厂房
出售，面积15000平方米，
土地 20 亩，价格面谈。
13615745252 陈 女 士

厂房出售
福庆路上土地 75亩厂房 5万
m2可分隔转让，部分厂房要出
租，不久将来可开发房产，地理
位置特别好。18074229550

土地厂房转让

本公司专业承接厂房、
小区、道路等雨污水
管 的高压疏通清洗、
检测、非开挖修复等；
客户至上 诚信求实

有需求客户请联系：
13586588246 楼先生

地下排水管
疏通、检测

条件如下：1、做过快消品，有
自己的团队；2、具备配送能力；
3、资金周转50万。
刘先生13255770451 87174991

宁波蒙牛乳业有限公司
北仑区域传统渠道分销商

公开招商专业旧房翻新局部改造、全程
家具保护搬运、翻新无甲醛
厨房翻新、卫生间翻新、墙面
翻新、地面翻新、橱柜翻新、
店 面 翻 新 0574- 87483884

壹鼎装饰
兴宁路（白鹤公园东）店面出
租，一楼 1300 平方，三楼 700
平方，六楼750平方。宜开银行、
中式装饰产业等，价格面议。
联系人：陈先生13586682337

店面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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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