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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运动 2021年10月19日 星期二 广告

旺铺、厂房出租
丽园路2号地铁口商铺七间
云林东路957号一层厂房825m2

出租。电话：13081901628
●奉化化工区土地出售20-30亩
可来电询价15990206650苏

物业信息
刊 登 热 线 :

5611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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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房产、经济纠纷 87295238

法律服务
●民商事免费法律咨询56281878

2021 年 10 月 12 日，在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长山江河
道，云龙佳苑三期南门与丹峰机械厂向北中间河道内，靠南
河道岸边，发现一浮尸。经打捞，该尸体特征为青年男子，
头发长 7厘米，身高 1.7米左右，上身着mount牌黑白横条短
袖,下身着黑色 sport 牌五分中裤，内着蓝色四角内裤，脚部
无鞋。望家属在登报后尽快至云龙派出所认领。
云龙派出所联系电话：0574-88154461 陈警官

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云龙派出所
2021年10月19日

认尸启事

位于宁波宝幢联合公
墓地的一座老寿墓转让，面
积约 28 平方，详情面谈！
意向者联系13967827165谢

老寿墓转让

声明公告
刊 登 热 线 :

56118880
分类信息 56118885

56118880

刊登热线：

职场招聘 声明公告 房屋租售 搬家搬厂
旧货回收 教育培训 商务信息 法律服务
办理
地址

鄞州区：宁东路901号一楼广告中心
海曙区：碶闸街62号（都市仁和中心）20楼2011室

经宁波市江北区紫藤育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议（股东决定），注销宁波市江北区紫藤育才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办学许可证（133020577700429），涉及
学校，教师工资或学员学费问题，请公告之日起（2021 年 10
月 19 日到 2022 年 4 月 18 日）向区教育局和学校反映，并处
理。区教育局联系电话：0574-87668741
学校联系电话：13566568311

宁波市江北区紫藤育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9日

宁波市江北区紫藤育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注销公告

通知债权人申报
债权的注销公告
宁波市苍水托儿所有限公

司经董事会表决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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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4-87368331
宁波市苍水托儿所有限公司

福寿墓园地处通途路旁小港街道江家
山村，是民政部门公认的一家园林式公
墓，七一七抗日将士陵园也安于此。园内
有山有水，胜如公园。长期有每穴 1一 2
万元低价墓让利惠民，是叶落归根的理想
之选！公交：宁波—北仑可乘 788 路，
789路堰山站下转 701路新凉亭站下，直
达墓园，镇海乘397路孔墅岭下。
车辆接送需提前预约：86226769、
13906690756、13646665189

北仑福寿墓园

根据宁波惠山汽配制造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拟派生
形式分立为宁波惠山汽配制造有限公司（存续公司）和宁波柏
锐精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新设公司）二家公司。原宁波惠山
汽配制造有限公司分立前注册资本168万元。分立后宁波惠山
汽配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18万元、宁波柏锐精密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公司分立前的债权、债务及其它相
关的权利、义务由分立后的各公司承继，并对公司分立前的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惠山汽配制造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9日

分立公告声 明
以下印章遗失：宁波坚瑞

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公章（3302060286658）、财务
专用章（3302060286659）；宁波
坚瑞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 有 限 合 伙 ） 公 章
（33020610031356）、财务专用章
（33020610031357），声明作废。
西安坚瑞鹏华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宁波市江北区习之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股东决定），注销宁波市江北区习之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学科类营利性办学，涉及公司所有教职员工工资、学员学费等
债权债务问题，请在公告日起 6个月内向区教育局和学校反
映，并处理。转登成非营利性后仍将履行原公司的权利和义务。
区教育局联系电话：87629553 学校联系电话：13552149455

宁波市江北区习之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9日

宁波市江北区习之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转成非营利性办学公告

鄞州凤凰工艺墓园
民政部门批准的经营性

公墓，位于鄞州五乡镇联合
村。园区设施齐全，全面清洁
工作年均4至5次，环境优美
交通便捷并有大型停车场
地。公交：155路、162路宝幢
站下步行约15分钟，地铁1号
线宝幢站下车可以免费接送
（需提前预约）。
墓园电话：0574-88383118
13957891168 欢迎垂询

九 峰 陵 园
市级重点扶持经营性陵园！

九峰陵园园林式陵园，坐向东南，园内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鲜花草坪，不是公园胜似公园，多年来
一直有新老客户赞美，真正成了人生后花园理想
的选择。（地铁一号线宝幢站每天有专车接送，
需提前预约）地址：鄞州区五乡镇宝同村
0574-88389515 88389516

老外滩羊山巷 46 号
402（现为保险公司办公）
宜 办 公 、教 育 、健 身 、美
容、茶馆、咖啡厅等。
联系：13905749731

690m2办公（商用）房租售

格兰云天小区公开选聘物
业企业，总建29万平方，报名截
止10月30日。详情关注微信公
众号“致诚物业管理师事务所”。
微信：13355960240

招标选聘物业

减资公告
宁波升一检测技术服务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91330201M
A2AEL37X5）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万
元减少至人民币100万元，并按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升一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 1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 10 万元人民币，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象山澳洛菲影视文化有限

责任公司

经宁波市鄞州区慧聚教育培训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
（股东决定），注销宁波市鄞州区慧聚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办学许可证，涉及公司所有教职员工工
资、学员学费等债权债务问题，请在公告日起 6 个月内向
区教育局和学校反映，并处理。
区教育局联系电话 89295205，学校联系电话：15888194765

宁波市鄞州区慧聚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9日

宁波市鄞州区慧聚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注销公告

物业招标公告
镇海区蛟川街道金丰紫园

公开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欢迎注
册地在海曙、江北、镇海、北仑、
鄞州、奉化内，且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并在以上区域内有类似
在管物业项目，有一定物业交接
经验的物业服务企业前来报名、
咨询。报名时间：10月 18日至
10月 22日 16时止（工作日 9：00
－16：00）18067283919章老师

通知债权人申报
债权的注销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立能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青林湾分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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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1882799
宁波市海曙区立能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青林湾分公司

通知债权人申报
债权的注销公告
宁海县建设信息服务中心

（52330226MJ9047170Y）经理事
会讨论决定即日起解散，中心
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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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8615677

宁海县建设信息服务中心

●宁波市镇海区名妆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遗失宁波市镇海区民政
局2021年01月07日核发的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本一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3021
1MJ9003442F，声明作废
●上海中荷环保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遗失农商行网银U盾壹个；
建行网银U盾壹个，声明作废
●上海中荷环保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遗失收款收据贰本，
号码6056521-6056540、
1316561-1316580，声明作废

●宁海县黄坛五兴小小食品超市
加盟店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
份，核准号J3322001681601
声明作废●宁波市鄞州区宏林房产经纪有
限公司遗失中介合同伍份，合
同编号分别为：0449041，0449
045，0453629，0453625，0453
621，声明作废●柳怡之遗失宁波融创金湾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
通发票，代码033021800105号
码00990759（355759元）
声明作废●宁波泉隆贸易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上海中荷环保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遗失公章壹枚，编号330
20510005345；法人章壹枚，
法人（徐炜），财务专用章
壹枚编号33020510005346；
发票专用章壹枚，声明作废●宁波京甬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胡偲楠遗失海曙区第三医院门
诊发票一份，号码4453840241，
金额14165元，特此声明遗失
●宁波俊翔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各一本，编号：3302
1220180904003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将注

册资本由 13770 万元人民
币减至 10000 万元人民币，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
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大汉印邦股份有限公司

●刘群德遗失宁波市眼科医院
发票，号码1755398435
（5664.83元）声明作废●本人胡燕将大学毕业证遗失，
毕业证书编号为123031200906
003723，毕业学校为湖南涉外
经济学院，声明作废

旧货回收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18358415826

大乐透第21119期：
01 02 09 16 30 09 10
20选5第21277期：
05 08 11 17 20
排列5第21277期：7 0 0 4 8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3D第2021277期：4 5 3
6+1第2021119期：6 3 5 7 7 2 猴
七乐彩第2021119期：
01 05 06 10 12 16 27 11
15选5第2021277期：
06 07 08 09 12
快乐8第2021277期：
08 09 17 21 23 25 26 27 29 31
33 34 35 38 41 54 60 65 68 75

福彩开奖信息

本报讯（记者 邹鑫）昨天下午，
2022年亚运会第一次世界媒体大会
在杭州开幕，会期两天。举办世界媒
体大会，是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大
型赛事的惯例举措。本次大会旨在
向参会媒体介绍2022年杭州亚运会
的各项筹办工作进展。

本次大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召开，亚奥理事会，大洋洲奥委
会，日本、韩国、科威特等亚洲和大洋

洲国家（地区）奥委会，包括新华社、
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国际通讯
社和亚洲主流媒体、国内媒体在内的
110余家新闻机构代表，亚洲田径联
合会、世界现代五项协会等单项体育
联合会，日本爱知·名古屋亚组委、汕
头亚青会、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成
都大运会组委会有关负责人等400
余人参会，为亚运会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一次世界媒体大会。

亚奥理事会总干事侯赛因在开
幕式上表示，亚奥理事会与杭州亚组
委紧密合作，将为所有媒体提供最佳
的工作与居住环境，包括便捷的交
通、舒适的亚运媒体村、设备先进的
媒体中心和快捷的信息系统。

杭州亚组委副秘书长、杭州市副
市长陈卫强表示，此次大会将进一步
增进杭州亚组委与中外新闻媒体在
亚运会新闻报道方面的合作。亚组

委希望以此为契机，与所有国家和地
区的媒体加强交流，为做好亚运会媒
体服务工作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会上，杭州亚组委介绍交流了杭
州亚运会主媒体中心初步规划设计
方案、媒体注册报名政策、新闻信息
服务等内容，以及竞赛日程、场馆建
设等媒体关注的工作进展，并就媒体
抵离、交通、物流、住宿、餐饮、收费卡
等政策与参会媒体进行沟通。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朱恒 章圆圆 陈朔愉）10 月 17
日，2021年宁波市社区运动会轮
滑总决赛在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
学校开赛，共有 14支代表队的
27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赛
场上，选手们佩戴专业的护具、轮
滑鞋、安全头盔，风驰电掣、各展
技艺，体验轮滑场上的“速度与激
情”。

本次赛事分为成人组、青年
组、少年组、幼儿组4个组别。其
中，少年组按年龄又分为甲、乙、
丙、丁、戊、己6个小组，幼儿组又
分为甲、乙组2个小组。比赛项目
设置了300米计时赛、500米计时
赛、单圈计时赛、双圈计时赛等26
个小项。

2021 年宁波市社区运动会
于9月11日开幕，以促进运动日
常化、生活化为导向，以群众喜闻
乐见、易于参与的大众项目为主，

旨在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身边
赛事，从而实现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更亲民、更便利、更普及。

本届运动会总决赛共设置20
个比赛大项，采用多层级联动方
式进行，共分社区（村）、街道（乡
镇）、区县（市）等多个层级和市级
总决赛。轮滑总决赛由宁波市体
育局、宁波市体育总会主办，镇海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镇海
区体育总会承办，镇海区轮滑冰

雪运动协会执行。
据了解，镇海区轮滑冰雪运

动起步较早、市民参与度较高，今
年该区成立了全市首个区级轮滑
冰雪运动协会。“此次运动会将为
储备和选拔人才以及在镇海区进
一步推广普及轮滑项目等方面打
下更坚实的基础，进一步激发市
民朋友尤其是青少年参与全民健
身的热情。”本次赛事总裁判长姚
刚表示。

杭州亚运会第一次世界媒体大会召开

社区运动会轮滑总决赛 演绎“速度与激情”

轮滑比赛现场轮滑比赛现场。。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