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场招聘
●九龙湖招女出纳1名仓库保管员
1名宁波本地人，13655840700

出租转让

精装办公房、商铺出租
丽园南路2号地铁口旺铺十三间
马园路 169 号 6 楼办公房 630㎡
镇明路 36 号中信银行大厦 29 层
办公房 1100㎡出租 13081901628

酒店棋牌室、客房出租
现 营 业 中 ，设 备 齐 ，全 新 ，接
手 既 能 盈 利 ，65 万/年 ；客 房
30 ㎡/间 6 万/年 13566639555 王

江北办公5500m2厂房顶
出租，宜光伏发电 13325880986

旧货回收
●高价收一切旧货 13586580881 严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1835841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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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公告
●宁波华孚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
BLUE ANCHOR LINE
正本三正三副提单一套，提单
号码为:4359-0960-908.013,
船名航次:IRENES
WAVE V. E018,声明作废。
宁波华孚进出口有限公司
●遗失3正3副正本BAL B/L一
套，提单号码4359-0158-908.080
船名航次:THALASSA NIKI
V.0462W声明作废. KTN DR.
NEUBERGER GMBH
●宁波市东部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遗失如宜物流有限公司正本提
单1份，提单号RYNGB201908
0179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巨通电梯有限公司开
具给宁波市鄞州区教育局的宁
波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033021800104号码13172880
（42450元）声明作废

招标信息
31611 部队码头清淤

工程施工监理招标，资 质
要 求 ：建 设 部 港 口 与 航 道
工程专业监理乙级及以上
资质或者交通部水运工程
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联系人：邹先生13065686818
王先生13185997186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白沙路56号

分类广告 0574-56118880 支持微信办理 免费套红
办理地址：海曙区碶闸街58号（都市仁和中心）20楼2011室

全年无休 全天候办理职场招聘 家教培训 房屋租售 搬家搬厂
旧货回收 征婚启事 商务信息 法律服务

保安 若干名
50周岁以下，诚实、勤劳、尽责

待遇面谈！
联系电话15967893280卓先生

张斌桥集贸市场招聘

1、管理处主任：2名；2、工程维
修人员：2名，有高、低配作业
证优先；3、安保人员5名：退休
人员；4、清卫人员：2名，退休
人员；87755728 87373528

新天地物业诚聘

宁波科元精化有限公司拟在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港口路98号现有厂
区内实施扩能改造技改项目。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形
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有关要求，
现公开下列信息，并征求与该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公众在报告书征求意见期间可通过宁波科元精化有限公司公司
网站（http://www.keyuangroup.cn/）中查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全文，也可前往宁波市北仑区戚家山港口路 98 号 309 室（联系电话：
15867833070）查阅纸质报告书及咨询相关内容。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评价范围包括宁波市北仑区的部分区域。三、公众意见表的网
络链接可在宁波科元精化有限公司公司网站（http://www.keyuangroup.
cn/）中下载公众意见表。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欢迎任何单位
或个人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
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反馈。建设单位名称：宁波科元精化
有限公司 俞远杰15867833070 1062118470@qq.com环评单位：浙江
仁欣环科院有限责任公司 丁瑾佳 0574-55000320 345278076@qq.
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年9月24日~2019年10月11日
（10个工作日） 宁波科元精化有限公司

宁 波 科 元 精 化 有 限 公 司 扩 能 改 造
技 改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息 公 开

本墓园是民政部门批准的
正规公墓，位于阿育王寺大
门正南面（过铁路桥洞往左
50米）价格亲民，最低价一
万元，(约2-3平方米壹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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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开明街城隍庙小吃城
约 2000 平方米，黄金位置，
交通便利。现有意整体对
外招租，承包。也可出售。
免转让费和中介费。
联系电话13738832388叶先生

旺铺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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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恒元大酒店资产推介暨投资人招募公告
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于 2019年 8月 22日裁定受理宁波

恒元大酒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指定管理人。现管理人发
布意向投资者招募公告。

有关企业基本情况、招募方案等内容，详见管理人发布在“宁
波恒元大酒店管理人”微信公众号上的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

报名联系电话：吴老师 13429375831 柴律师 18857175080
报名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北三环东路1988号恒元广场A座404室

宁波恒元大酒店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9年10月11日

通知债权人申报
债权的注销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立昂教育培

训学校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决定
注销。清算组已成立，望债权人
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
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 算 组 电 话 ：18658275158
宁波市海曙区立昂教育培训学校

●詹伟杰遗失雅戈尔置业控股有
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代码3302172350号码0213
4186（153万元）声明作废●本人王丽遗失位于宁波海曙区
南苑街北宸府的购房合同，合
同编号2018330203YS006
5532，声明遗失。●金铃遗失宁波雅戈尔新城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3302174350号码
01321963（23万元）声明作废●沈莉萍遗失宁波市镇海区老年
大学开具的浙江省行政事业单
位非经营服务性收入收款收据，
票据代码：71101，票据号码：
1800285938，金额420元，声
明作废●本人王海鹏遗失城博（宁波）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城市之光
3号楼2204室预收购房款发票2
张，分别为：发票代码233021
596040，发票号码00267246，
金额80960元；发票代码23302
1596040，发票号码00287678，
金额1740000元，声明作废。

●孙得胜遗失宁波口腔医院集团
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代码13
3021823203，号码09873447，
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本人毛娜，遗失太平洋车险保
单一份，保单号ANIB600
Y1419B022360Q,流水号
CFBA1908568132，特此声明
●王东梅遗失特种作业操作资格
证，操作类别：物料提升机司
机，证书编号浙B043201900
0047，声明作废
●宁波敦煌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
正本提单三正三副，提单号:
GLNL19082373,正本编号:
1162263,船名航次：AGIOS
MINAS V.E007,目的
港MANZANILLO,MEXICO
货值:15687USD声明作废。
●盛洪良遗失执业证，编号
0100013302008000201700
5742，印许波遗失执业证，
编号01000133020080002
018011834，特此声明。

●丁静静遗失寰海府49幢304室
的购房合同，编号2018330206YS
0052483声明作废

●文天星遗失工种为登高架设作
业架子工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证号：T522128196502230336，
声明作废
●余姚市亿家玻璃店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汪程遗失宁波品富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御章府定金收
据，NO：4751238，金额50000
元，声明作废
●余姚市屹远灯具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朱自成遗失慈林医院宁波通用
机打发票一张，发票号码070
59548发票代码133021823203
金额5767.42元，声明作废

2019年10月11日 星期五 广告
责编/张峰 包佳

照排/章译文
金融 B01

记者从兴业银行了解到，为服务小微企业财务管
理与财富增值，该行今年推出首款小微企业专属理财
产品“添利小微”，申购门槛低、资金收益高，随申随
赎，进一步拓宽了小微企业投资渠道，助力小微企业
实现资金灵活使用、保值增值，产品推出后市场反响
热烈。

据介绍，“添利小微”采用红利再投的方式，每日
收益结转为份额，份额再投资，从而实现收益最大化；
申购门槛低，首次申购起点金额仅为人民币1万元，
客户最高持有份额可达200万元；赎回款项实时到
账，工作日9：00-15：45赎回额度不受限；交易渠道
多，兴业银行柜面、网银、手机银行及兴业管家平台均
可进行申购赎回；产品风险低，运作公开透明。

“添利小微是一款符合我们小微企业特点的好产
品，实用！”深圳市一家从事服务业的小微企业负责人
表示，以前该公司账户日常营运资金苦于没有合适的
对公理财产品而基本闲置，自从用了“添利小微”后实
现投资结算两不误，既能获取较高收益，又能享受活期
便利。

近年来聚焦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兴业
银行坚持沉下心、沉下身、沉下力，发挥银行间接融资
主渠道作用，持续健全集融资、结算、增值为一体的小
微企业专属产品服务体系，不断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可
得性，降低融资成本。截至今年6月末，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较年初增长17%，提速的同时覆盖面进一
步扩大，贷款企业数较年初增长32%。 记者 包佳

鄞州银行
手机银行“空中柜台”作业

近日，鄞州银行手机银行“空中柜台”在历经9个
多月的调研、开发和调试后正式上线。空中柜台是鄞
州银行响应“最多跑一次”改革号召，以全新的理念、
全新的模式、全新的体验、全新的技术打造的“远程银
行”服务模式。所谓“远程银行”，即将远程渠道的方
便快捷和柜台面对面亲切体贴的服务融为一体，以客
户经营管理为核心，以客户价值实现为目标，通过多
媒体、全方位、立体化、零距离的服务方式，利用高度
集约化、流程化、智能化的银行交易系统和客户经营
管理平台，为客户提供实时、全面、快速、专业的各类
银行交易。

本次空中柜台上线初期功能包括个人账户开户、
销户、挂失、密码变更、理财基金签约、风险测评、一卡
通签约等功能，后期将结合视频功能推出个人客户信
息变更、签约手机号变更等业务，真正做到“把柜员带
回家”。 王瑾

中行宁波市分行
落地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金融服务平台首笔在线保函业务

近日，中行宁波市分行成功落地宁波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金融服务平台首笔在线保
函业务，历史性地实现了金融服务的场景化
应用，开创性地搭建了拓展保函客户的新渠
道，为该行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升客户
服务体验，支持本土普惠金融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在线保函业务是中国银行依托传统优
势，借助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技术，以进一步
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为目的，重点推广的在线
产品。在成功办理在线保函后，企业客户的
保函业务申请、资料的传输以及相关信息的
查询，均可通过线上实现，大大加快了该业务
的办理速度，有效提高了企业的运作效率。
中行宁波市分行今后将持续利用这一平台，
研发新的授信服务模式，为当地企业提供新
模式下的投标保函、投标贷、中标贷、履约保
函等金融产品，力争抢占未来阵地，助力宁波
中小企业发展。 包佳

中行即日起
销售“柜台口行债”

即日起，中国银行公开销售中国进出口
银行政策性金融债券（简称“柜台口行债”），
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等投资者可通过电子银行
渠道和境内营业网点进行购买。中行成为全
市场首个全面覆盖“柜台口行债”各关键期
限品种的报价机构。

中国银行这次公开销售的“柜台口行债”
品种包括2019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发行的全
部政策性金融债券，债券期限涵盖3个月至
10年不等。“柜台口行债”属于政策性金融债
券，享有国家给予的信用支持，收益率较高，
流动性较好，信用风险可控，投资门槛较低。

中国银行是我国最早开展债券柜台业务
的金融机构之一，在做市报价、产品创新、客
户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经验。中行将继续加强
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在柜台债券业务方面的合
作，为投资者提供及时、便捷、高效的债券投
资及交易途径。 包佳

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
举办普惠金融系列产品发布会

近日，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举办普惠金融
系列产品发布会，以“小微梦想 贷动未来”为主题，
集中发布“个体工商户经营快贷”“云电贷”“抵押快
贷”“交易快贷”四项创新产品，分别针对个体经营
者、诚信用电小微企业、核心企业供应链上游小微
企业、有一定资产积累的小微企业等四类小微客户
群体的融资难点，给出新金融“建行模式”下的普惠
金融解决方案。

建设银行利用金融科技，通过大数据评估客户
信用，探索建立了以批量化获客、精准化画像、自动
化审批、智能化风控、综合化服务为特色的“五化”
普惠金融新模式，实现客户“一分钟获贷、一站式服
务、一价式收费”的信贷服务新体验；在国内银行业
首创并率先推出面向小微企业的“惠懂你”移动端
融资平台，创新了银企双向沟通方式，实现全程在
线的融资服务，持续创新产品。去年建设银行普惠
贷款新增2125亿元，占工、农、中、建、交五大行新
增总额的50%；今年上半年新增已超过去年全年
总额，给小微客户带来实实在在的融资便利和成本
下降。 石志藏

工行宁波市分行
为民利企普及金融标准

连日来，工行宁波市分行组织开展了以“金融
标准为民利企”为主题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发挥金
融标准在支持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展现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金融标准成效，营造金融
行业学标准、讲标准、用标准氛围。

为将活动主题与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相
结合，展示金融标准化发展成就、标准化应用生动
实践，工行宁波市分行在着重宣传金融标准的同
时，把金融知识普及宣传、社会民众高度关注的金
融安全、银行卡用卡安全、防范支付风险、防范电
信诈骗、保护个人敏感信息等社会热点问题充分
融合，接受和解答群众的疑惑和咨询，将主题活动
与服务民生相结合，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同时，组
织员工学习《银行营业网点服务基本要求》《银行
营业网点服务评价准则》等知识，强化员工服务规
范意识，真正做到服务标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
确保员工能以更加饱满的精神、更加专业的知识
努力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沈颖俊

兴业银行理财新品“添利小微”
让小微企业钱袋子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