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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在由普益标准与金融投资
报社举办的“资管新时代 创新赢未来
——2021中国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行业
年度峰会暨‘金誉奖’颁奖典礼”上，鄞州
银行喜获“卓越财富管理银行”金誉奖，成
为农商行领域为数不多获此殊荣的银行
金融机构之一。

近年来，鄞州银行始终坚持“以客户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大力发展财富管理
业务。通过在夯实基础客群根基、完善产
品服务体系、提升客群服务质量、打造专
业人才团队等多个方面的努力，主动迎合
客户需求，应对市场变化，加快转型升级
步伐。在个人储蓄、银行理财、基金、贵金
属、消费支付以及事业代办等多个业务领

域不断寻求突破，为能向广大新老客户提
供优质、便捷、可靠、高效的金融服务创造
条件。未来，鄞州银行将继续秉承“天道
酬勤”企业核心价值观，面向市场，巧抓机
遇，本分务实，开拓进取，陪伴客户一起踏
上共同富裕之路。

“金誉奖”是在普益标准和西南财经
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专业评价体系和
数据支持的基础上，通过报名审核、数据
评审、专家团评审等多环节筛选后打造的
资管行业评价标杆。经过综合考评，最终
根据金融机构在运营管理能力、服务能
力、科技实力、转型发展、经营实力等方面
取得的实绩，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评
选出的各个奖项。 徐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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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铺、厂房出租
丽园路2号地铁口商铺六间
云林东路957号一层厂房825m2

出租。电话：13081901628

●鄞州首南1400平米歌舞厅KTV
欲转让或合作13805892528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
道附近有一大型水会转让，
有意者面谈！
电话：18968286519

转让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法律服务
●民商事免费法律咨询56281878

旧货回收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1835841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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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租信息
兹有宁波汇金大厦

12层整层约1500平方米，
11 层约 500 平方米，中农
信商厦 9 楼 5 间办公楼，
裙楼 5 楼仓库招租，有意
者请联系我司。
联系：丁先生18058585540

张先生13819421247
宁波商贸国有资产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市东部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遗失德迅（中国）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BLUE
ANCHOR LINE 正本三正
三副提单一套提单号4359-97
76-107.374航名航次MADRID
MAERSK/131W声明作废

因启新路道路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自 2021年 9月
24日起至2021年10月24日，00:00-24:00，禁止一切车辆和
行人在启新路（会展路-民安东路）上通行， 受限车辆和
行人请通过河清北路绕行。

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给予理解和支持，受交通管制
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前选择好出行线路，遵照现场交通
标志指示通行。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1年09月19日

关于启新路（会展路-民安东路）
施工期间交通管制的公告

（2021年第74号）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 10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鄞州东部恒美口腔门诊部

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 10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鄞州方原恒美口腔门诊部

有限公司

●提单作废声明
兹有绍兴锐安绣进出口有限公
司遗失珠海维佳联运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正本
航运提单一式三份。船名/航次
OOCL JAPAN/018W集装箱号
TRHU7262357提单号码NBGF
XT1619798V签发日期07/08/21
特此声明作废。公司全称：
绍兴锐安绣进出口有限公司
声明日期:2021-09-18
●遗失阳光人寿保单四份，分别
是：杨群儿保单号8026900056
643538、景捷保单号80269000
57073108、陈金兰保单号8026
900057041538，特此声明作废
●宁波开心国寿堂医药有限公司
遗失原公章(编号3302040128
301）、原财务专用章（编号
3302040128302）各一枚，
声明作废
●王才德遗失坐落于望春路
386弄73号的房产证，证号：
20010247，声明作废。

●慈溪市坎墩老六五金工具店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33028201
25048，声明作废。●长沙美晨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宁
波杭州湾新区分公司遗失法人
章（王日景），编号3302220
013292，声明作废

●宁波星桥商务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913302
11058262556E声明作废
●宁波市聚杰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分类信息 56118885
56118880

【刊登热线】

职场招聘 教育培训 房屋租售 搬家搬厂
旧货回收 声明公告 商务信息 法律服务
办理
地址 鄞州区：宁东路901号宁波报业传媒大厦一楼

海曙区：碶闸街62号（都市仁和中心）20楼2011室

物业信息

声明公告
刊 登 热 线 :

56118880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汤
林）“9·22”是世界无车日。昨天上
午，党的十九大代表、宁波公交集团劳
模先进服务队领衔人、36路班组长陈
霞娜率先发起“绿色出行，你我同行”接
龙助力活动。

只要你转发这个绿色出行活动到
朋友圈助力，接力最后 3 个数字为

“922”的市民（如 922、1922、10922、
100922等），将朋友圈和助力数字截图
发至邮箱 278124206@qq.com，同时
附上姓名、联系方式。发邮件最早（以
邮件发出时间为准）的前50位市民可

获得2021宁波地铁绿色出行限量款套
票一套。

以下为注意事项：
1.转发助力截图报送截止时间：9

月27日24时。
2.主办方会电话

联系获奖者，请注意
接收电话或短信，如
多次联系不上视同主
动放弃，名额顺延。

3. 奖品如需邮
寄，运费由获奖者自
理。

朱廷建朱廷建（（右右））代表公司捐赠代表公司捐赠1010万元万元。。

绿色出行活动
二维码

动动手指，争做绿色出行的宣传者
50套限量款地铁套票大奖等你来拿

愿为爱心之城添彩

捐赠活动结束后，朱廷建在
校园内待了良久，看着眼前欢声
笑语的孩子们，他跟记者谈起了
自己的人生经历，“我是四川达州
人，小时候受家里条件制约，书念
得不多，为了谋生，15岁就离开家
乡，在外创业了。起初，开了一家
小饭馆，有了一点本钱，又认识了
志同道合的伙伴，才决定创业开
火锅店。”

在采访中，朱廷建提到，宁波
是一座慈善氛围很浓厚的爱心之
城。他说，时常能在新闻里看到
关于爱心宁波的报道。这些年，
在宁波市餐饮业与烹饪协会的牵
头下，公司先后派出员工前往黔
东南和延边州，积极参与当地的
帮扶工作。

“今年夏天，台风‘烟花’来
袭，我们公司组团安排了3辆卡
车，向洞桥地区运送了方便面、矿
泉水、面包等物资。公司余姚地
区负责人带着20名店员，开着4
辆私家车，根据街道统一安排，将
物资送到了各个避灾安置点。”
朱廷建说，前后购买物资的费用
在10万元左右。

秋老虎肆虐，巴邑火锅还购
买了大量的矿泉水，免费送到疫
苗方舱接种点，送到排队市民的
手中。

“宁波，是一座爱心城市，我
们公司愿以实际行动，承担起企
业的社会责任，为爱心之城添
彩。”朱廷建说。

在甬创业的新宁波人回馈家乡

捐赠10万元用于凉山书香校园建设

甬·书循环
第七届浙江书展

由中央宣传部、浙
江省委宣传部、宁波
市委宣传部共同发起
的 2021“新时代乡村
阅 读 季”暨 爱 不 孤
“读”—书香“甬”动凉
山州公益活动，9 月
16日在四川凉山彝族
自治州普格县举行。

除了活动主办方
向凉山州方面捐赠 4
万册图书外，宁波巴
邑火锅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廷建还
特地从宁波赶来，现
场捐赠善款 10 万元，
这笔款项将点对点用
于螺髻山铁道兵希望
小学的书香校园建
设。

朱廷建谈起捐款
的初衷。他说，作为
一个新宁波人，参与
甬·书循环公益项目，
还能为家乡四川凉山
州的孩子奉献一点爱
心。欣慰之余，也坚
定了公司未来在宁波
发展的信心。

说起巴邑火锅与宁波的缘分，朱廷
建说，那得回溯到创业之初。“2003年，
我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好伙伴，也就是
现在的公司董事长朱荣久，我们俩决定
合作一起开火锅店。”

随着火锅店生意渐渐做大，先后在
江苏无锡、浙江诸暨开出了多家分店。
2015年，为了能有更好的发展，朱荣久
与朱廷建决定开辟新的市场。经过对多
个城市的实地考察，两人一致决定，选择
宁波作为企业发展的下一站。

同年，宁波巴邑火锅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在宁波成立，第一家巴邑火锅在港
隆时代广场与宁波市民见面。从那时
起，巴邑火锅成为宁波食客的选择。经
过6年的发展，如今的巴邑火锅在宁波
全市开了23家店。

如今的朱廷建工作、生活都在宁波，
他说自己是新宁波人。“宁波市民对于巴
邑火锅的认可，给了我们信心。未来，我
们将继续扎根宁波，努力为宁波市民提供
更优质的美味，更好的服务。”朱廷建说。

“甬·书循环”作为第七届浙江书展
率先启动的项目，自8月 30日正式启
动以来，收到了多个爱心企业和团队的
捐助。除了跟随活动项目组实地到凉
山捐赠的宁波巴邑火锅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之外，宁波银行、宁波奥体中心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会等爱心企业都积
极参与进来。共青团宁波市委(宁波市
少工委)向鄞州、海曙、江北区的少工委

发布了同一主题的捐助活动。鄞州区
新联会网络届人士联合会（鄞州 V 力
团）也发出爱心倡议。

不少市民通过慈善总会开通的捐款
账号奉献爱心，毛梓淇、汪子宸、郝盈等
众多网友进行了线上捐款，并留下：“汇
小流成大海，积小善成大德”“你一点爱，
我一点爱，互帮互助传关爱”等祝福寄
语。 记者 朱立奇 通讯员 水杉

爱心企业、个人纷纷加入

在宁波创业有奔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