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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奥口腔和拥有强大德国技术
和海外专家资源背景的柏德口腔达成战
略合作，通过合并实现强强联合，至此一
城三院连锁格局形成。

据了解，三家门诊部分别是美奥柏德
店，美奥江北店以及美奥江东店，三家店
均位于各自商圈的黄金地段，三店合并，
成功缔造了半小时就医圈，为实现市民就
近看牙承诺迈进了一大步。

宁波柏德口腔是一家践行德国口腔标
准的专业口腔种植机构，拥有实力超强的
中德专家团队，他们在微创即拔即种、高龄
种植、即刻负重技术、吸附性义齿、正畸治
疗等方面均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与德国建立

了长期技术支持和学术交流的合作关系，并
引进“德国咬合重建系统”作用于种植牙，
先进高效的厚诚管理模式以及专业优秀的
技术人才，在业内享有极高声望和口碑。

与美奥口腔的合作，将成为柏德开拓
宁波市场与品牌提升的强大助推器。与
此同时，柏德口腔的正式加盟，则让美奥
在宁波齿科版图的布局如虎添翼。

“源于口腔，超越口腔”，美奥口腔和
柏德口腔合并，希望通过“战略投资、标准
输出、整合优秀的齿科精英、医疗技术提
升、品牌管理”重塑行业新业态，为市民口
腔治疗保健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记者 包佳 通讯员 王巧艳

为充分发挥校园人才市场资源优势，
搭建好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招聘的服务平
台，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拟在11月24日
举办浙江省第五届海洋类毕业生专场招聘
会暨浙江海洋大学2019届毕业生校园招
聘会，热忱邀请用人单位来校选聘毕业生。

浙江海洋大学是一所经教育部批准
设立的全日制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高校，是
国家海洋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的以
海洋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教学
研究型大学。设有9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5个专业硕士学位种类、48个本科专业。
今年我校共有毕业生4312名，其中研究
生433名，本科生3819名（含独立学院本
科毕业生1430名），高职生60名，同时将
邀请省内其他高校2019届海洋类专业毕

业生参加，毕业生资源丰富。本次招聘会
由浙江省教育厅主办，浙江省高校毕业生
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舟山市人力资源与社
会保障局、浙江海洋大学承办。

招聘会时间：2018年11月24日（星期
六）下午12：30—16：00

招聘会地点：浙江海洋大学体育馆（浙
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海大南路1号）

联系人：徐裕萍 联系电话：0580-
8180270

传真：0580-8180821
E-mail：2710228224@qq.com
招聘QQ群：818041004
参会流程、专业介绍、生源分布情况

等详细信息见浙江海洋大学就业信息网
http://jy.zjou.edu.cn

日前，华硕电竞主板凭借过硬的实
力，荣登天猫英特尔9代装备榜和主板
CPU热卖榜榜首。近日，又斩获天猫i5/
i7套装榜、千元级发烧主板榜等人气榜单
首位，且多款热销主板均已上榜，可谓是
当之无愧的电竞利器！近期有意打造高
性能游戏主机的玩家们不妨多多关注一
下。此次，特为大家推荐两款超人气电竞
主 板 ——ROG STRIX Z390- F
GAMING 和 ROG RAMPAGE VI
EXTREME，它们均拥有华硕日益精进
的电竞黑科技，且各具功能特色以及美学
设计，玩家们可按需选购，打造适合自己

的电竞主机。特别是双11期间,这两款
主板在天猫华硕旗舰店均参与劲爆特惠
活动，心动的玩家可先提前将其加入购物
车，以便第一时间抢购。

主宰天猫榜单
华硕电竞主板双11等你抢

美奥、柏德合并
一城三院打造半小时“优牙版图”

浙江省第五届海洋类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暨浙江海洋大学2019届毕业生
校园招聘会邀请函

马上就要到周日啦，终于要迎来11
月 11日这个让人心跳加速的日子了。
Everybody准备好你们灵活的小手指抢
货了么？又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夜晚，
过完双十一是不是就要“吃土”了？偷偷
告诉你们一个可以“剁手”又不吃土的好
方法！

宁波第二百货商店双十一活动正在
火热进行中，即日起至11月18日，购男
女服饰、鞋履、床上用品等系列商品折后
累计实付满1100元立减110元，上不封
顶。精致的女孩首饰盒里肯定少不了一
些心爱的首饰！有没有因为旧金失去光
泽而不想佩戴的烦恼呢？11月10日至
11日，中国黄金免折旧费旧金换新颜活
动强势来袭，让你的金银珠宝重新
BLing BLing闪耀起来吧。

一楼梵迪珠宝爆款空降，臻美系列
红18K金珍珠耳钉只售499元；二楼Ta-

ta女鞋线上线下同价，无需等货就能直
接穿回家，奥康男鞋买一送一，阿迪达斯
爆品5折，只限10日、11日；三楼ONLY、
VERO MODA双11当天满500元立减
250 元；五楼滋补品满 1000 元立减 50
元，不封顶；11月9日至11日，六楼床上
用品在满1100元立减110元基础上，再
享实付满5000元送350元（券），券仅限
6楼床品使用。

活动期间，只要您在二百购物，将所
购商品发送朋友圈，配文字“双11，我在
宁波二百购乐”集齐11个赞，即有机会参
与免单抽奖，最高免单金额1111元，二百
锦鲤等的就是你！

这周线上绑定VIP会员活动再升级，
新老会员微信绑定VIP线上会员，即可领
取时尚水杯一个，还有11元购物津贴大派
送，限量1000名，赶快加入会员吧！

这个双11，我们一起去宁波二百购乐！

双十一“价”享超值满减
宁波二百“锦鲤”最高可免单

受委托对下述标的进行公开挂牌出让。
一、标的名称：位于鄞州区横涨村的3号厂

房拆除和余料打包项目
二、出让标的详细信息、受让条件、重大事

项及报名手续等详见：
宁波市产权交易中心网址：http://www.

nbcqjy.org/
三、标的情况简介：位于鄞州区横涨村的3号

钢结构厂房，总层数2层，建筑面积为42628.78平
方米，另包含4部货梯及2部扶手电梯。

四、网络注册报名时间：2018年11月9日
至2018年11月22日下午3时止

五、联系方式：电话：87195299 徐先生
地址：鄞州区宁穿路1901号宁波市行政服

务中心办公楼三楼316室
宁波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资产出让挂牌公告
因区划调整，原江东区房屋拆迁事务所（常关弄45号）自2018年11月12日起搬迁

至鄞州区钟公庙街道保丰路209号（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因搬迁给大家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88212003

鄞州区房屋拆迁办公室
2018年11月9日

办公地点搬迁公告

调查咨询
物业出租转让

法律服务

搬家搬厂

声 明 公 告 ●深圳亚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遗失提单，提单
号：NBOIOA18091075，船名
航次 KOTA LAZIM
V. 0025W，特此声明作废。●贾家源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330287868，声明作废●张忠耀遗失失土证，编号
YZSQ13-0064,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宁波睿信长盈实业有限公司

股东于2018年11月8日决定解散
公司，并于2018年11月8日成立
了公司清算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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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瑾 联系电话：0574-62661890
地址：余姚市东旱门南路81号白云商
贸中心529 邮编：315400

宁波睿信长盈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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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鸿发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

大庆北路地段配套学校（二期）项目
地下管线迁移公告

大庆北路地段配套学校（二期）项目位于宁波市老
外滩的延伸段，南侧为大庆北路，西侧为江北中学一
期，北侧和东侧为规划道路。

本项目开工在即，为确保周边各类专业管线的安全
和工程顺利施工，请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各类地下管线
所属产权单位，于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与我司
项目部联系，提供相关资料，与我司商定管线迁移事
宜。逾期不与我司联系且不提交相关资料，将按无主或
者废弃管线处理，如因此造成损失，本公司概不负责。

特此公告。
联系人：许承杰 联系电话：87662041 18906626120

宁波市江北区公共项目建设中心
2018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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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欧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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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北仑区汇文教育

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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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鄞州裕新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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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豪森建筑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

●许姚姚遗失浙商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商业
险保单一份，保单号29972990
35520180002525流水号P7203
55180003830小卡：C720355
170031313批单流水号E720332
160005361声明作废。许姚姚●俞焕尧不慎将宁波江北万达广
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
POS收银一体机押金收据丢失
号码0001072，金额10000元
整。特此声明作废，声明人：
俞焕尧

分类广告 刊登热线：56118880
全年无休 支持微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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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正龙、马小玲遗失宁波雅戈
尔新城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销
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四
份，分别为：发票代码：2330
21396040，发票号码：002644
06，金额：4619元；发票代码
233021296040，发票号码：00
055445，金额：13800000元；
发票代码：233021296040，发
票号码：00055446，金额：50
00000元；发票代码：2330212
96040，发票号码：00055448，
金额：18300000元，声明作废●余姚市瑞宇五金厂遗失银行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240
09317401,声明作废●林良波，男，33022719940612
7537，遗失茂新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股权证一本，股权数1.0，
证号15-14-0037，声明作废●韦凌萍遗失宁波市镇海龙赛医
院发票，代码31101号码47871
（169元）声明作废●宁波市北仑区新碶阿耀蔬菜摊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0601
38943，声明作废●宁波市东部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遗失提单号为NGDS180803
8901三正三副CHARTER
LINK正本提单一份，起运港
宁波，目的港：格但斯克，
声明作废

●余姚市余姚镇伯军淡水产摊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父亲叶迎孝，母亲田仕容，孩
子本人叶毛毛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H330221443声明作废●本人黄尚晴遗失身份证一张，
身份证号：612425197909293
666，声明作废
●父亲王全母亲付德利，孩子本
人王浩文遗失浙江省《出生医
学证明》一份，出生证编号：
L330373750，声明作废

●宁波舜享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遗失宁波机场海关进口增值
税专用缴款书两票，编号3104
20181049930193 、310120
181019944425 声明作废●父亲徐昌进母亲李星星，孩子
本人徐洋遗失浙江省《出生医
学证明》一份，出生证编号：
R3307576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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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货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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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城私营工业区一楼宿舍100m2

二楼厂房1980m2出租13805844605

●出售江南一品商铺1395783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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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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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山城区街面房出租2300平
方，共五层。电话13906600159

餐饮旺铺转让
南部商务区银泰商圈，地址
天童南路1296号，1200㎡房租
50万/年左右，转让费面议。
18957417755 13705748798

●高价收一切旧货13586580881严

有旧货请拨13884469298
●集士港白岳一楼厂房出租，
面积1518m2。电话13777075595

一楼:有 20 来间店铺，面积 50-
500m2 不等，可以自由分割，适
合经营超市、餐饮、手机卖场、
婚纱摄影、银行、蛋糕店等
二楼:有 2000m2，大小面积可以
自由分割，适合培训、瑜咖、网
咖、茶馆、足浴等
三楼:(3-7层)面积约3300m2，80
个房间，宜开精品宾馆，价面议。
联系方式：15724269665

宁海世贸中心旁
商铺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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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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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地址：宁波舟孟北路
116、118、120号1-2层。
建筑面积：403.73平方米。
联系电话：15268561568

0571-85228637

商铺招租

位于江北大道 21 弄 168
号，面积 1700 平方米，
电 350KV，价 格 面 议 。
电话：13906688370 陈

标准厂房出租
面积 1200m2，年租金 11.5万元，
有办公室，样板室，实验室，住房
等，接手即可生产，总投资 150
万元，40 万转让 15858490888

涂料厂急转

●林加芳，男，33022719530319
5870，遗失茂新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股权证一本，股权数1.0，
证号15-14-0035，声明作废●韩俊遗失国寿财险交强险标
志9519103666、9519105144、
9519048248、9519103562、
9519104056，声明作废。●梁翠凤，女，33062419651117
6268，遗失茂新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股权证一本，股权数1.0，
证号15-14-0036，声明作废●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葛氏美
容院遗失公章1枚，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横溪博恒机械五金
厂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27
2000747，声明作废。●吕凤兰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
执业证一本，证号0200023302
0080002016016214声明作废●浙江导司律师事务所遗失开具
给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的宁波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代码3302171130，号码0651
7435，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宁波洋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3302120403068）
声明作废●宁波市海曙古林乾秉塑料厂遗
失公章、法人章（杨秉乾）各
一枚，声明作废

个人征婚
丧偶女62岁，贤惠朴素，热情
大方,为人处事有修养，喜欢
运动、旅游，生活无负担，住市
区精装修住房，一个人生活实
在太孤单，特别是头痛脑热
没人照顾，心里感到很难过，
希望在晚年能找一位心地善
良，身体健康的男士共度幸
福快 乐的后半生，地区、经
济、年龄不限，愿上门更好。
幸福热线:17044871358

个人征婚
单身女73岁，1.62米，生
活无忧，爱好旅游，真心
希望能找到一个知冷知
热、身体健康、感情专一、
通情达理的好男人相伴终
身，地区、经济不限，可落
户女方。有意者请速来电
热线:13248617867

1、安保：男，45 岁以下，170 以上，责任心强。
2、工程：男，45岁以下，有实际维修经验，有证书。
3、保洁人员：女，50-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有责任
心；工作地点在雅戈尔动物园北门附近，提供工作餐。
联系电话：87092147 87092131
海曙车轿街69号恒泰大厦603

京投银泰物业诚聘全新装修，停车方便，面积
350m2，接手可经营，详情
面谈13777011329叶总

鄞 州 万 达 旁
火 锅 店 转 让

●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遗失开
户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市
第二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3320000080505，账号331019
83736050091586,声明作废●台州市洛克赛工具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增值税普通发票第2、3
联，发票代码3302173350号码
01914645（2536元）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