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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
XIANDAIJI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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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乐搬家87778900

侦 探 调 查

本女45单身可落户17186657812

征 婚 交 友

搬 家 搬 厂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遗 失 声 明
史坚群遗失收据一张编号1278
338，金额1500元，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宁波三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股东于2019年1月7日决定解散公
司，并于2019年1月7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人：吴勇江
联系电话：13305848888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低塘街道历山
村张家桥桥西58号 邮编：315400
宁波三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清 算 公 告
杉鼎保险销售有限公司股

东决定解散本公司，公司成立
清算组，对公司债权、债务进行
清算。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30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
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

杉鼎保险销售有限公司

公告声明
宁波君名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因公章变更，现声明原公
章（备案号3302100039082）
作 废 ，统 一 使 用 备 案 号
3302100043044的公章为唯
一合法有效公章。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
减至 500 万元人民币，并按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
续。 特此公告
浙江省宁波市依恒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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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大胜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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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加利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人民
币减至 200 万元人民币，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
续。特此公告
宁波添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合并公告
根据宁海县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与宁海县维安机动车检测

有限公司的合并协议，两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合并，宁海县维安机
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宁海县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宁海
县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解散注销。合并前宁海县机动车综合性
能检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62.689488万元，实收资本162.689488万元，宁
海县维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实收资本100万元，合
并后宁海县维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实收资本100万
元，宁海县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的资产归宁海县维安机动车检
测有限公司所有，所有债权债务由宁海县维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宁海县维安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宁海县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决定，将注

册资本由 600 万美元减至
430.49 万美元，投资总额由
600 万美元减至 430.49 万美
元，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珈诺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3793.5万元人民
币减至 2793.5 万元人民币，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
手续。特此公告
浙江韩代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

将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
民币减至 500 万元人民币，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
手续。特此公告
宁波不但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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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威禾塑化有限公司

董叶遗失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
机动车保单保单号ANIB90
5Y1418B012616Q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顶峰广告传媒有限公
司车辆登记证一本，声明作废
遗失太平洋保险商险单ANI
B900Y1418B057124T流水
CFBA1815417291声明作废
宁波市皓展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遗失招商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
开户许可证副本,核准号J33
20032460801，声明作废
谭玉遗失宁波润达编号105637
6，金额为伍仟元续保押金收
据遗失，声明作废。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高新区支公司保险单《机动
车综合商业保险》已遗失，印
刷流水号为：1710172636，
声明作废
宁波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公共
设备保证金押金单）已丢失，
票据号1004061特此登报声明

宁波壹壹公关策划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20
052296901，开户银行宁波银
行鄞州中心区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协
会不慎遗失社会团体会费票据
四张，发票代码72101，发票
号码：1750082378，17500823
81，1750082389，1750082490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石石契抄雄手机商行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
20018785201开户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宁波市分行，声明作废

父亲周维凯母亲吴晓英孩子本
人周昕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330016398，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古林艾合建材经营
部遗失发票章声明作废
宁波奉化妍妍商贸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283MA2CHUK
K70，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区环境卫生服务中
心，浙B3A652车辆（保单号
ANIB910S1418B000418W
）保单遗失，特此声明
方喻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母
亲李锐，父亲方建晨，出生证
编号：H330458196，声明作废
宁波契合电器有限公司遗失宁
波市江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
18年09月1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
0205MA2CJRM41K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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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0574-87254648 QQ：2598766662
地址：宁波海曙区东渡路55号华联写字楼2420室

宁波杭州湾新区金翔基础工程
有限公司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G1033020100894280Y；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
25008942801，开户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杭州湾新区支行，声明作废
宓正孟遗失经营性道路货物运
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一份，资
格证号：33028219880312257
X，声明作废。
宁波光时太阳能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遗失法人章（姜春香），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金兀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33
20035203702，开户银行宁波
银行，声明作废
宁海县海博机械有限公司遗失
宁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
04月12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91
3302267449723556声明作废

宁波新华昌运输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北仑区大石契凯尔医院
开具的宁波增值税普通发票，
代码：3302174320，号码：
03060451，声明作废
虞琼洁遗失宁波均胜万投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代码3302162350，发
票号码00887776，金额为
1249295元，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新石契壹飞土建
工程队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一份，核准号：J332005279
1001，声明作废
余姚市琴雅工艺礼品商行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余姚市朗霞街道华泰保险森
悦专属代理店遗失公章一份，
声明作废
赵丽遗失执业证0200023302
0080002016004198，声明作废

本人林玮超，虞燕芬，因保管
不善遗失宁波均胜万投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1份（二、三联），发票代码：
3302162350，发票号码：00
885659，含税金额：492980元
（不征税），购买方：林玮超，
虞燕芬 ，特此声明。
宁波信能电缆有限公司遗失宁
波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和
抵扣联），发票代码33021831
30，发票号码00110117，金额
149085.00元，声明作废
宁波契合电器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3302050196626，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5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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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致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目前，小旭在鄞州人民医院血液科住院。据
妈妈孙女士回忆，3个月前的一天，她无意中发现
孩子的大腿内侧出现了淤青块，她想着是不是碰
到哪里，也就没有放在心上。2周过去了，孩子腿
上的淤青块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多，孙女
士开始着急，赶紧带着孩子去医院就诊。经过一
系列检查后，小旭被确诊患上了急性髓系白血
病，属于高危组，只有骨髓移植才有可能治愈。

“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让我们一家瞬间
坍塌。”孙女士回忆说，伤心过后，全家人擦干眼
泪，积极配合医生，接受化疗。化疗的过程是痛苦
的，小旭经历了恶心、呕吐、发热，以及一次又一
次的抽血、打针、骨穿。孙女士看着小旭痛苦的样
子，她心像针扎一样痛。

治疗过程中，医生告诉孙女士一家，单纯化
疗治愈的希望渺茫，只有尽快移植才有希望康
复。孙女士说，他们也曾考虑过去北京、杭州进行
移植，可是移植费用、路费、租房费用、移植后可能
出现的并发症等因素，让一家人再次陷入了两难。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告诉孙女士，鄞州人民
医院两年前给一名3周岁叫恒恒的高危急性髓
系白血病儿童进行过骨髓移植，目前孩子恢复得
不错。

这个消息让孙女士一家再次看到了希望。做
完2个疗程的化疗后，孙女士带着孩子来到鄞州
人民医院血液科。血液科学科带头人裴仁治主任
医师马上组织全科讨论，并安排移植团队制定了
详尽的移植计划。

宁诺卓越教师培训中心成立
未来3年
要培训600名乡村教师

本报讯（通讯员 苏钧天 记者 章萍）“作
为学员，我觉得在老师的鼓励下敢于犯错，乐
于学习，这点非常重要。推己及人，换位思考，
学生敢说敢犯错，不由自主地融入课堂，那么
就不怕学不会。”这是来自山西垣曲的樊磊在
参加完由宁波诺丁汉大学组织的教师培训后
写下的心得感悟。

昨天，宁波诺丁汉大学卓越教师培训中
心正式成立。该中心拟通过培育教学人才和
教育管理者、提供教育咨询和课程研发，支持
教师发展需求，提升教学资源的交流和转化。

宁 波 诺 丁 汉 大 学 副 校 长 May Tan-
Mullins教授表示，宁波诺丁汉大学计划在未
来3年内培训600名来自乡村或贫困地区的
英语教师。其中，为支持本地教育，将培训宁
波及周边地区乡村英语教师150名。三年下
来，学校将投入150万元的教学经费和教学资
源，用于培训乡村和贫困地区的英语教师。

2周岁幼儿完成骨髓移植
成宁波市最小的骨髓移植者

/广告

妈妈抱着小旭和医生合影妈妈抱着小旭和医生合影 通讯员通讯员 供图供图

日前，鄞州人
民医院成功为一
名2周岁的儿童完
成难治性急性髓
系白血病半相合
造血干细胞移植。
据了解，这是目前
宁波市年龄最小
的急性髓系白血
病患者的半相合
骨髓移植。

□通讯员 叶佩佩

金报记者 贺艳

2018年 12月 7日，对别人而言是个普通的
日子，但对小旭而言是开始新生的日子。那一天，
小旭进入了移植仓。奶奶为了照顾他，跟着小旭
一起进仓。

孙女士说，小旭在移植仓里住了23天，她提
心吊胆了23天。以前看到很多成人在移植过程
中都会恶心、呕吐、腹泻不止，高热不退，何况小
旭只有2周岁。让她没想到的是，小旭在移植过
程中，大部分时间没有特别痛苦及不适，除了喂
药外，很少有哭闹的时候。

“真的很感谢鄞州人民医院血液科的医生和
护士。如果没有骨髓移植，小旭很可能就是死路
一条。”孙女士红着眼睛说，谢谢医生给了孩子第
二次生命。

据了解，鄞州人民医院血液科已开展半相
合、全相合、脐带血、自体造血干细胞等各种类型
造血干细胞移植，至今已完成近四百例各种造血
干细胞移植，无一例移植失败。其中，骨髓移植患
者最小年龄2岁，最大年龄75岁，使许多以往不
能治愈的患者获得了重生。

在移植仓里住了23天

2岁孩子被确诊患上急性髓系白血病

“小艺术家”俱乐部成立
本报讯（记者 章萍）昨天，《新侨艺报》

“小艺术家”首个俱乐部在鄞州第二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成立，当天有155位小朋友成为俱乐
部成员。俱乐部通过一系列有仪式感活动，提
高孩子们对美育的认同感，同时引导他们发
现身边之美，激发对艺术的热爱，让文化和价
值观在潜移默化中浸润，在一点一滴中传承。

“小艺术家”正在观看摄影作品展 唐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