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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高温下的甬城被热气笼罩着，为了给奋斗在一线
的高温工作者送去关怀，8月31日，兴业银行宁波分行、新
浪宁波联合鄞州区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发起了“浪哩
个浪-让爱伴一夏”公益行动。

上午八时许，鄞光溢彩主播团与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志
愿者在宁波文化广场集合，带上精心准备的冷饮、风扇和金
融知识折页等小礼物，兵分三路出发前往目的地。

第一组让爱伴一夏团队来到了福明街道养护大队，大
家主动为已经辛劳了一早上的养护工作人员送上了便捷式
风扇和冷饮。福明街道团工委陈超逸书记在采访中表示：

“街道养护大队一直在默默做着贡献，他们的汗水造就了街
道的美丽，这次的‘让爱伴一夏’活动非常有意义，让劳动者
感受到关怀，送去了清凉，传递了温暖。”

无论烈日或是风雨，守护城市交通安全的交辅警也是
甬城一道坚毅的风景线。第二组让爱伴一夏团队便来到了
FSV金融硅谷岗亭，为交辅警送上问候。

中午十二点是外卖小哥最忙碌的时候，第三组爱伴一
夏团队集结在一起，为福明家园的蜂鸟配送站点奔波繁忙
的外卖小哥送去了便捷式风扇和毛巾，让他们稍许歇息飞
驰的脚步，提醒送外卖中一定要注意安全。

为了城市的美丽建设，任凭骄阳似火也从不停歇的还有
建筑工人。三组让爱伴一夏团队集结在一起，前往宁波中心
工地，为他们带去了清凉解渴的绿豆汤、西瓜和生活日用品。

稍事休整后，让爱伴一夏团队前往了邱隘敬老院，再过
不到两周便是中秋佳节，让爱伴一夏团队为老人们精心准备
了月饼以及生活用品礼包，让老人提前感受团圆的温暖。欢
声笑语中，老人们在爱心的陪伴下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为期一天的“让爱伴一夏”活动圆满落幕，让爱伴一夏
团队成员们在一天的活动之中，对一线劳动者有了更深的理
解，在帮助他们了解金融安全小知识的同时，也希望他们可以
在辛勤工作中得到更多来自社会的理解与关爱。 包佳

针对社会上电信诈骗、信息泄露、盗刷、窥
密码、复制卡等等变幻莫测的骗术，工行宁波市
分行积极推进新技术在资金安全与风险防控领
域的应用，不断增强安全防范措施，采取多种措
施守卫客户账户安全，全力为客户提供安全高
效的金融服务。

一是安全登录设置。二是安全设备绑定。
三是安全检测。四是账户安全锁。五是交易权
限管理。六是预留验证信息。与此同时，还有
U盾、密码器，出账前进行最后验证。此外，工
行宁波市分行还运用工商银行外部欺诈风险信
息系统“工银融安e信”，对电信诈骗犯罪实时
自动预警，极大程度降低了电信诈骗得逞概率。

目前，工行宁波市分行已建成以信用卡欺
诈风险监控、线上交易风险监控、个人账户欺诈
风险监控、电信诈骗账户识别预警等系统为核
心的，覆盖线上线下、贯穿业务全程、兼具外防
内控的“监控云”平台，实现对风险交易的事前
预警、事中熔断。 沈颖俊

2019年是外汇管理改革暨国家外汇管理
局成立40周年,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十周年。近
日，由人民银行北仑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仑
支局联合主办，中行北仑分行承办的2019年北
仑区“深化外汇普惠金融 支持涉外小微企业发
展”暨北仑区跨境人民币业务十周年系列活动
在中行北仑分行举办。人民银行和外汇管理局
相关领导及辖内60余家大中小型企业代表受
邀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宣传推广监管政策和推荐交
易银行在线产品及金融市场避险产品，向企业
客户展示了中行丰富的产品体系，也向监管机
构展现了中行在外汇普惠、政策推行、产品设
计、融资支持等方面的举措，后续中行北仑分行
将持续发挥国际结算、海外联动等优势，为区域
涉外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包佳

工行宁波市分行
多措并举守卫客户账户安全

中行北仑分行
成功承办北仑区
跨境人民币业务十周年系列活动

8月30日，由鄞州区人民政府主办的
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联盟成立大会暨鄞州
区老兵关爱基金揭牌仪式隆重举行，旨在
为退役军人搭建各类就业创业合作平台，
帮扶退役老兵安居乐业和美好生活。鄞州
银行作为现场的金融机构代表，与鄞州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签订《拥军优扶合作协
议》，副行长蔡武红代表鄞州银行签署协议
并发言。

鄞州银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努力承
担社会责任，业务发展侧重于支持区内小
微企业、普通农户、创业大学生、创业巾帼
等各类经营主体。加入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联盟后，鄞州银行将发挥自身渠道和金融
科技独立的优势，在专属网点服务、减费让
利、财富增值、融资便利、创业贷款贴息等
方面，为退役军人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便
利，为开创新时代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新居
民贡献力量。 刘强

近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
会发布“2019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国
银行以8447.9亿元营业收入，位列第十。

该榜单自2002年起每年发布，主要依
据为营业收入。数据显示，今年“中国企业
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总额达79.1万亿元，
较上年增长11.14%。大企业群体向产业
链中高端持续迈进，金融行业企业净增8
家，服务实体经济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更
加完善。

中国银行是我国全球化、综合化程度
最高的商业银行，连续31年入选《财富》
500强、《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等重
要榜单。近日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经营
业绩显示，中行各项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
经营业绩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实现税
后利润 1,214 亿元，同比增长 5.08%。

包佳

中行排名
“中国企业500强”第十位

鄞州银行
全力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建行成立65周年，建行宁
波市分行近日起开展了“礼赞新中国 奋进在建行”系列宣
传文化活动。活动由十二个板块组成，包括“建行与祖国建
设一路同行”宣传活动、“与祖国共成长 与建行同奋进”员
工故事会、“为祖国庆生 为建行庆生”员工创意创作活动、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梦·劳动美·金融情”书法摄影
比赛活动、历史文化资料及物品征集活动、征集参加“礼赞
新中国 奋进在建行”总行集中展示活动节目、围绕开启“第
二发展曲线”主题开展笔谈活动、“先进典型赴基层宣讲学
习张富清事迹体会”活动等。 石志藏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开展“让爱伴一夏”公益活动

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
开展“礼赞新中国 奋进在建行”系列活动

职场招聘
●外贸公司招聘专职小车司机，
宁波大市户口13957476020刘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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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鄞州姜山镇远东机械配
件厂（普通合伙）遗失国寿财
险宁波分公司交强险内置型标
志一份，单证号为9520000013
3846，声明作废。●宁波图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税
务登记证副本一本，纳税号
330206309044108，遗失组织
机构代码证副本一本，代码
号30904410-8，声明作废。●叶奔波遗失宁波玫瑰湾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通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33021733
50，发票号码00290054，金额
0.01元，声明作废●遗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保险单，保单号ANIB
940Y1419B028650P,流水号CFB
A1906448808，被保险人：
黄友理，特此声明●福建师范大学网络教育毕业生
档案袋遗失声明：徐艺心，学
前教育专科毕业●余姚市天沁网吧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慈溪市一居装饰工程服务部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
3302820268506，声明作废。

根据 2019 年 08 月 07 日公
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
册资本由500万美元减至50万
美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
自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宁波和富塑胶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9月6日

减资公告

旧货回收
●高价收一切旧货 13586580881严

服装加工
●定做工作服 15001981650

搬家搬厂
●快捷专业搬家搬钢琴87907772
●千喜搬家搬厂特优87778900

法律服务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合同纠纷、法律顾问56281878

出租转让
精装办公房、商铺出租

丽园南路2号地铁口旺铺十一间
马园路 169 号 6 楼办公房 295㎡
镇明路 36 号中信银行大厦 29 层
办公房 715㎡出租 13081901628

●兴宁办公低价出租13505742668

庄桥火车站旁一层出租
己装修厂房每平16元13345965936

宁波效实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

招聘：专职工作人员一名
月薪 3000-4000元

地址:海曙区白杨街 178号
秦学峰 电话：13566565951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阳澄湖大闸蟹

江北总店:翠柏路458号
鄞州新店:日丽西路169号

蟹农直供 品质上乘

新店开业“抢”一送二
注：本活动礼券需凭本报购买,每人限购一份。

本栏目特别推荐商户

872483280574-

宁海蓝帅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酶催化材料
的研发和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告

接受委托，浙江环龙环境保护有限公司承担《宁海
蓝帅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酶催化材料的研发和生产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现向公众征求意见，具体公告
内容请登录：www.enzymaster.com
建设单位：宁海蓝帅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联系方式：18067288229
环评单位：浙江环龙环境保护有限公司，联系方式：0571-88975805

本墓园是民政部门批准的正
规公墓，位于育王寺大门南
面（过铁路），价格亲民，最低
价一万元（约2-3平方米壹
穴），你也可以买墓地自建墓
式，来必接送。公交155路、
162路到育王寺站下车或轻
轨一号线宝幢站下车。
预约电话：88339061

13567920891

宁波市育王三墓园

河姆渡翁方建材市场内
7000 平方厂房可分割出租，
专业做大理石及配套建材，
高9.5米有行车。
联系电话13586698974施

厂房出租

宁波市龙一公墓
墓园是民政部门批准的正

规公墓，位于宁波市殡仪馆旁，
款式齐全、价格亲民，最低价一
万（约2-3m2墓穴）。

交通：公交789、788石龙线
下车步行 250 米，一号线东环
南路 2 公里。免费来回接送，
（清明时间没有交通管制）。

联系电话：88331861、
13065698269、13008902047

民政部门批准的正规墓
园，位于大隐镇，环境
优美，南面靠近玉佛寺
边上入口，东面通途路
到底桥下入口，交通方
便，为客人免费接送。
电话：0574-62915168
13957891168 13605749657

余姚大隐 福寿墓园

个人征婚
近郊丧偶女65岁，找上门老
伴，中等身材，喜欢旅游爱
好锻炼。经济条件好，生活
无忧，一个人住在宽大的房
子里感到特别寂寞，真心寻
找一位健康实在，性格直爽
的男士为伴，地区，经济，年
龄不限，可以上门，最好有
子女，来者随带证件。
委托电话:15728053460

个人征婚
丧偶女73岁，宁波市区人，家
庭条件优越，身体健康显年
轻，爱好运动和旅游，一个人
生活多年深感孤独，真心寻
找一位身体健康，性格脾气
好的有缘男士为伴，可尽快
生活在一起。(地区条件不
限，可落户。)
联系电话:17117456576

鄞州区堇山西路 22-24
号店铺，精装修，二层，上下
各约 173 平方，原开 SP 店，
出售，出租13757412266吴

店铺出租出售

百年康肤古方
针对皮肤瘙痒、手足癣、
静脉曲张术后红肿、溃烂、
儿童湿疹有独特方法。

欢迎体验！
苍松路143弄17号（大公馆）
健康专线：56181430

终南独一方
皮肤健康 体验中心

注销公告
经 经 营 者（余 利 军）

决 定 ，本 个 体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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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海曙余利军汤包店

注销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本

合伙企业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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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海融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鉴于苏园小区现《物业服务合同》将于2020年1月8
日到期，现决定向社会公开选聘物业管理公司。有意
者，请在公告 15日内提交书面自荐书，并提供：物业管
理企业资质等级（国家二级<含二级>以上）证书副本、
经年检合格的《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
务登记证》原件、复印件（复印件盖章）、以及物业管理业
绩证明文件、法人代表证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等相
关资料。
联系人：王伟（13757412810）、刘伯源（18605740616）

杨红升（13805880216）
苏园小区业主委员会
二0一九年九月五日

苏园小区选聘物业公告

●童杏芸遗失宁波市鄞州区中西
医结合医院发票，号码324014
6225、3564270357、35642597
93、3564261289、3564240662
3564252116、3564252099、
3238509668、3237591830、32
37591807、3237584864、3237
579929、3240151828、356427
0352、3564259740、35642612
69、3564250730、3564252082
3238509656、3237590974、
3237579919、3237579910，
声明作废●陈道安遗失宁波市第九医院
发票，号码1752289214（
13855.4元）声明作废●宁波市江东百丈云憩宾馆遗失
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3年12月04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91330212MA2936H937
声明作废●韩梦林遗失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证，编号20076500171000079
声明作废●杨贤君、查月霞遗失得力房地
产有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
普票发票一张，发票号码0052
1328发票代码3302164350金
额374818元，声明作废

经宁波市鄞州区国有
资产管理委员会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 70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4100万元，将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市鄞州区科技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宁波市安斯腾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海运提单1份，船名航次
KOTASURIA 0031W；提单号
NGRI90219400声明作废

●宁波德业科技集团工会联合会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
20020131201，开户行：工商
银行宁波大碶支行开，声明作废

刊登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