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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消费狂欢”

让消费者找回线下购物的乐趣，是此次天一广场十
六周年庆的一大特色所在。在渠道上，此次天一广场与
支付宝口碑、多家银行携手合作，进一步掌握消费者的
购物习惯与喜好，并在此基础上联合广场内众多时尚品
牌与餐饮美食，推出不同主题的线下体验和超值优惠，
给消费者带来更为丰富的购物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天一广场周年庆期间，广场自营百货国
际购物中心、酷购商城也同步开启了店庆狂欢，众多人气品
牌的折扣创下新低，引爆了消费热潮。此外在周年庆期间，

“超级夺宝”活动收获了众多市民的热情参与，摇动手机就
可以参与抽奖，给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福利。

十六周年，开启新篇章

天一广场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广场，更记录了无数宁
波人的足迹。无论是水晶街的数码店、广场内熟悉的餐
厅、一个又一个入驻宁波的潮牌、或是那久违的音乐喷
泉……天一广场早已融入了宁波人的生活，并悄然升级
着宁波人的生活方式。

虽然天一广场十六周年庆已经完美落幕，但这份精彩
将不断延续：宁波第一家“奈雪的茶”、火遍日本的“熊本熊”
主题商店都即将亮相；还有圣诞亮灯仪式、跨年活动、年末
感恩折扣季……来自天一广场的惊喜永远不会停歇。

余涌/文 张峰/摄

华东地区采购盛会
中小工厂展下周开幕

华东地区综合采购盛会——2018中小工厂展
览会，将于11月28日——30日在宁波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数百家工厂参展、数万种产品展出，想找
货源，请来参观！

凭借专业的服务水准和良好的客户口碑，中小
工厂展充分发挥展会的平台优势，现已成为中小工
厂和贸易商之间重要的沟通桥梁，帮助双方深化了
解、促进合作。本届展会共有700余家工厂参展，
展出商品数万种。预计有10000余名专业观众及
买家到场参观采购。

本届展会展品包括日用品、工艺礼品、玩具、办
公文教、休闲户外、电子电器、纺织鞋帽、包装印刷、
产业服务机构等，为国内外贸易商提供货源，满足
加工定制需求。

展会仅对业内人士免费开放，参观请携带本人
名片及身份证。 包佳

天一广场十六周年庆
一场全民的金秋狂欢盛宴

金秋十月，天
一广场迎来了第十
六个年头，被誉为
宁波商业航母的天
一广场一直以来都
是宁波商业街区的
领头羊，作为宁波
老牌商圈，她不但
没有陈旧，反而更
加有活力，旨在把
宁波的“城市客厅”
打造成更加新颖独
特地标广场，不断
探寻全新的活动形
式和购物体验。

“2018汽车安全中国行”
为宁波市民送上好礼

11月17日，“2018汽车安全中国行”来到了宁
波天一广场，与市民朋友共享汽车安全之乐。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汽车安全中国行的“五
星安全体验”特色，活动当天，“汽车安全中国行”在
现场优化体验场景，以C-NCAP实验室为原型打
造了“汽车安全体验馆”，借助现场还原C-NCAP
碰撞测试场景，让观众近距离观摩。“萨菲尔Saf-
fer”作为“仿生”型机器人，收获无数市民喜爱，大
家纷纷想要与其近距离接触互动。“萨菲尔Saffer”
不仅现场同观众进行肢体互动，还通过语音识别功
能实现无障碍“人机交流”，为观众普及安全知识、
解读C-NCAP碰撞测试。可以说，汽车安全中国
行完美打造了集“智能、科技、仿真”为一体的汽车
安全互动平台。

作为国内唯一以“安全”为主题的推广平台，安
全宣教始终是其十余年来坚守的一份使命。由交
警带来的交通安全普及课，旨在多方位、全面地为
大家传递安全出行的理念，提高安全意识，继而达
到保护每一个出行人的目的。也有车企专家从汽
车安全的介绍及评测方法、安全在销售中的应用指
导还有在试乘试驾中安全意识的提升三个方面给
到场的销售人员带来了一场多维度、多方向地营销
课程。 包佳

“文化大餐”不间断

在本次周年庆期间，天一广场积极推动宁波
文化的宣传与推广，10月27日，2018宁波惠民文
化消费季文化旅游推介会在天一广场举行，来自
全市各大文旅景点的100多家单位和上万名市民
参与了这一活动。同时举办的文化市集中，多家
宁波文旅单位首次在市集上亮相，展示的文创产
品达数百种。

为了给市民们带来更多的优质文化品鉴活
动，天一广场精心策划“非洲岛国——马达加斯
加”摄影展，展现出马达加斯加的自然风光、人文
历史、风土情怀和文化内涵。此外在11月10日，
天一广场还举办了一场“换书大会”，汇集了200
多位甬城的读书爱好者，共同传递阅读的喜悦，交
流读书的乐趣。

10月26日，天一广场十六周年庆典在中心
舞台隆重举行，2018天一广场全新宣传片首次
发布，开启了一系列的视听盛宴。而接下来的多
场舞台表演创下了观众数量的新高：宁波第一届
儿童摇滚音乐节，天一广场为热爱音乐的孩子们
提供了展现活力与音乐风采的舞台；宁波首届大
学生音乐节则汇聚了甬城最优秀的大学生歌手，
展现出不凡的音乐实力；而双十一上演的“城市
音乐生活节”兼具流行、摇滚、民谣、嘻哈等多元
曲风，让现场成为了一个音乐的狂欢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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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刊登热线：5611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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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北仑尚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丰业五金厂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辰浩遗失统计师资格证书
编号9406520，特此声明
●忻春意遗失宁波欢乐海岸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3302154350
发票号码01200622，金额4227
237元，声明作废
●中国国旅（宁波）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遗失盖有财务章印鉴
的空白CITS中国国旅收款
收据一本，编号3104526-3104
550，声明作废
●夏向阳遗失宁波中物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自开），发票代码233021
596040，发票号码00185351，
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父亲徐光辉母亲王人定，孩子
本人徐子云遗失浙江省《出生
医学证明》一份，出生证编号
R330156689，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福莱贝尔企业管理咨
询有询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编号
3302220014783声明作废●象山聚义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宁波市海曙高桥德裕铝合金移
门店遗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于2017年05月10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2330203MA29
0RCM9P，声明作废。●尾盘低价出售：我公司现有整
批商业用房待出售，单价：
3900元/平方起，位于鄞州区
保丰路与贸城西路交叉口东方
雍华府。0574-28855859●沈秋扣遗失军官证，编号：
军字第9820125号,声明作废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
将注册资本由 5000 万人民
币减至原注册资本 500 万
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
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北苑大酒店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从10000万元
人民币减至 7000 万元人民
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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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山华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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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义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父亲宋建军，母亲杨仙女，孩
子本人宋婷婷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H330449529声明作废●父亲王磊，母亲李玲，孩子本
人王子赫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330209964，声明作废●宁海县鑫业移动板房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2003785102，开户银行：
宁波银行宁海支行，声明作废●宁波保税区锐敏日用品有限公
司遗失由宁波市保税区（出口
加工）总工会颁发的的工会法
人资格证书正、副本和法定代
表人证书，特此公告●余姚市丈亭镇精藤车料厂遗失
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2
40005838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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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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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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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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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高价收一切旧货13586580881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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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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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士港湖山厂房 1180m2岀租，
一楼层高8米。电话13777075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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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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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出租：彩虹南路11号嘉汇国贸写

字楼A座25楼711m2（带车位）
出售：中山东路369号中山首府
A座7楼239m2

价格面议 18668099703虞先生

出租、出售

商业用地出售或者共同开发，
面积 10691m2,坐落于镇海区澥
浦镇镇政府西侧，329 国道旁，
兴建路北侧（3面大路）
联系人：13958202768罗先生

出售或共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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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征婚
丧偶女 59 岁寻找上门老
伴，温柔大方，有爱心，白
天忙于事业，晚上回到家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现
在想寻找一位身体健康，
性格好的男士一起度过幸
福晚年。可以落户女方。
地区、条件、年龄不限。有
意者请速来电。
热线：18758458799

个人征婚
丧偶女74岁，性格随和，肤白
大方显年轻，喜欢旅游，经济条
件好。一个人住在宽大的房子
里生活很寂寞，现在真心想寻
找一位健康实在，性格直爽的
男士为伴，地区、条件、年龄不
限，我满意后可到我家去观
看。有缘近期生活在一起，最
好对方有子女，(来者随带证件)
委托电话：13184328298

个人征婚
丧偶女65岁，独居多年，退休
后仍在帮厂里打理业务，平时
爱好旅游和音乐，闲暇之余种
花养草，把家里打理得温馨舒
适，开朗大方健康的她一个人
实在太孤独，希望找个健康老
实，性格好的老伴一起散步、旅
游一起过夕阳红，地区、年龄不
限，相互了解后尽快成个家，
热线电话：1716752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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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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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华宁燃料有限公司

●竺众遗失浙B6X0J0汽车保险单
一张AEDAAE0015D00、流水
号33021700391987、人保险
公司余姚支公司。 遗失声明●慈溪霍美塔斯特电器有限公司
遗失提单一份，提单号：OO
LU2611523830A WFSH18
1003001提单编号0000756
船名航次：EVERGENI
US/V.002W箱封号：
PART OF 1X40'GP
OOLU4311179/OOLE YX73
4货物描述：SALT&PEP
PER MILL WINE OP
ENER DEEP FYER件毛
体：825CTNS/4550.
00KGS/38.207CBM
声明此份提单不作为货权凭证

●宁波洁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一枚，编号33020413
8054，声明作废
●宁波洁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银行为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开户许可证一
本，核准号J3320033624301，
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瑭湾食品店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0602
27513，声明作废
●宁波创丰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0601
28061，声明作废
●宁波沃溢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法人章（袁成罗）
各一枚，声明作废

●余姚市丈亭镇田屋电器五金厂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4000770001声明作废●宁波市镇海顶豪装饰有限责任
公司通用机打发票（空白），
发票代码133021423303号码09
191898-09191905，声明作废●宁波山南水北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3320048379302声明作废●安赛莉遗失医师执业证，编号
220330212000147；医师资格
证，编号20173322041102319
9502054520，特此声明●本人遗失利宝保险有限公司保
单二份，保单流水号分别为51
833000040577，5183300004
6506，特此声明

●王晨遗失宁波欢乐海岸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通
发票，发票代码：3302162350
发票号码00440080，金额5855
89元，声明作废●宁波恩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3302110114258）、
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王雪平遗失宁波欢乐海岸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3302162360
发票号码01734775，金额1377
164元，声明作废●宁波竞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遗失公章（33
02060251605）、财务章（330
2060251606）、法人章（王艾
华）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

本企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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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鄞州超拨乐器配

件厂（普通合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