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

医院流感患儿扎堆
专家支招科学应对流感

近期，各地气温骤降，流感来袭。流感患儿激
增，其中幼儿园学生和初中生明显增多。患儿主要
病症为发烧、咳嗽、乏力、食欲减退，有一些病情严
重的患儿高烧不退，引起抽搐半夜送进医院进行
救治。

专家提醒，冬季是流感病毒活跃期，病毒多
通过手、口接触来传播，尽量不要带小孩去人多
的地方。家长不要给孩子滥用抗生素。对于病毒
引起的感冒和流感，抗生素非但无效，使用不当
反而会引起机体菌群失调，有利病菌繁殖，加重
病情。

镇海发放全市首张
多产品单元合并发证

本报讯（通讯员 许华鑫 记者 王冬晓）近
日，宁波家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顺利拿到全市
首张食品相关产品多产品合并发证。

近年来，全国工业产品许可证发证加大改
革力度，除化学品等特殊产品外，全面推行“一
企一证”等新举措，对继续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
的产品，按照“一企一证”的要求发证。凡是跨类
别生产的企业，新申请许可证时，一并审查颁发
一张证书；换发许可证时，将多种类别产品的许
可合并到一张证书上。同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实现“先证后核”，真正做到审批流程最优、取
证时限最短的生产许可证管理模式。

■本地

梅墟街道行政区划正式调整
本报讯（通讯员 周煜 记者 樊莹）记者昨

天从鄞州区民政局获悉，宁波市人民政府已正
式同意鄞州区调整梅墟街道行政区划，即以剑
兰路为界，将原梅墟街道划分为梅墟街道和聚
贤街道。目前鄞州区共有15个街道，10个镇。

新的梅墟街道位于剑兰路以东，下辖梅沁、
梅墟、梅福、梅苑4个社区，上王村通过撤村建居
并入梅苑社区，街道办事处驻枫香路 378 号。聚
贤街道位于剑兰路以西，下辖翔云、聚贤、广贤、
菁华4个社区，涂田涨村通过撤村建居并入聚贤
社区，街道办事处驻腊梅路7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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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杭州市下城区天裕客运社公司驾
驶员李智杰，出租车服务监督卡
号330101234700.限你见报后7
天之内前来本公司办理解聘手
续。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史蒂夫微微
安女装店遗失中国农业银行绍
兴万商支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1
份，核准号J3371002632601，编
号：331001339624；遗失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各一枚;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1 本 ，税 号
330621L36587205，声明作废。

浙江采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
销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本公
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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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带动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会已
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鲍立俊遗失浙江中纺腾龙投资有
限公司开具的1316铺位押金收
据1份，收据代码933001600643
收据号码0029817，金额壹万元
整，声明作废

浙江爱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注销
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本公
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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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小明遗失中国人寿财险交强
险标志95190000026792，声明
作废。

浙江邑道文化旅游有限公司遗失
招商银行杭州分行高新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331009938380
1；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33052309938380I，声明作废杭州华遨科技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出资人决定：本公司注
册资本从6000万元减至200万
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
公告

杭州翰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张
翰奇）各一枚，声明作废

朱勇成遗失浙江万国汽车有限公
司履约保证金协议书一份，车架
号 LVSHFFML3ES883714，金 额
￥3000元（叁仟元整），特此声明
作废

张堃遗失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
格证，编号AG00203162，声明作废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史蒂夫微微安
女装店，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识
别号）330621L36587205遗失发
票，发票代码133061760831，发票
起始号码00217201，发票终止号
码00217225。发票张数25份，声
明作废。

紫光物联遗失红星美凯龙2018-
3- 30 开具的收据 ，收据号
SK18033000547568，金额10000
声明作废

杭州澜创科技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
资本从100万元减至78.5万元。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
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奇田遗失红星美凯龙2018-5-20
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据，收据号：
SK18052000749391,金额10000
，声明作废何军遗失浙江中纺腾龙投资有限

公司开具的1313-14铺位押金收
据1份，收据代码933001600643
收据号码0029814，金额贰万元
整，声明作废

杭州余杭区五常街道发娟食品店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湖州织里锦尚居窗帘店遗失湖州
市吴兴区工商行政管理局2016年
12月07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502MA28CKMU3E营业执照
正本声明作废

杭州左川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浙江
中纺腾龙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
1315铺位押金收据1份，收据代码
933001700643收据号码003324
9，金额壹万元整，声明作废

杭州昱珩服饰有限公司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
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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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余杭区黄湖镇尉华健康咨询服
务部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正副本，
许可证号SP3301841150061683，
声明作废

杭州早食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注销
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解散本公司,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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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PCC510003181200819201OC
510002181200609672声明作废

杭州笃初诚美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浙
江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一份，
发票代码：033001800104，发票号
码：62614283，已填用，已盖发票专
用章，声明作废

吴兴老钱副食品店遗失吴兴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7-12-04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330502MA2B3LMT1G声明作
废

杭州锐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失
发票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孙 桂 朋 遗 失 一 张 保 单 号
P120000011353158的首期发票，
发票号为27756168，声明作废。

杭州振宗化工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
告
本公司（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公
司,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
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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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宁波市眼科医院新院启用

本报讯（通讯员 陈贞贞 记者 贺艳）昨天，
宁波市眼科医院新院正式投入使用，医院地址
从原来的民安路 855 号搬迁到东部新城北明程
路599号。

新院按照三级甲等眼科专科医院的标准规
划建设，在市内首创门诊诊区自助签到、自助挂
号、自助结算一体，逐步实现依次排队、有序就
医、减少拥挤，带给市民全新的医疗体验。

宁波首次将3D打印技术
应用于产科手术

本报讯（通讯员 庞贇 记者 贺艳）日前，宁
波大学附属医院成功为一名完全性前置胎盘伴
胎盘植入的产妇实施了手术，由于精准定位子
宫切口，有效避开前壁胎盘，所以从切开子宫到
娩出胎儿几乎无明显出血，母子平安。为她带来
福音的是一项新技术——3D 打印技术。这也是
宁波首次将3D打印技术应用于产科手术。

■环保

吉林拍到东北虎一家五口
记者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近日，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分局保护人员在整
理野外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了一个由 5 名成
员组成的野生东北虎家庭，相当罕见。

据介绍，这段长达 50 秒的珍贵视频拍摄时间
为 2018 年 5 月 10 日 6 时许，画面十分清晰。视频画
面显示，一只母虎带着4只小虎正在镜头前悠然玩
耍。虎妈妈慈爱满满，虎宝宝呆萌顽皮，一家5口十
分惬意。

全球海洋变暖了多少？
科学家们做出更准确的计算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一支科研团队联
合国际同行做出最新估算认为，全球海洋变暖速度
比之前国际组织预估的要快12%至21%。权威学术期
刊《科学》于北京时间11日发表这一研究结果。

科学家通常认为，温室气体导致地球系统的
能量不断增加，这些能量主要累积在海洋中，导致
海洋变暖，进而造成海平面上升、溶解氧下降、极
端事件加剧等后果。若不积极应对，21世纪将出现
更强的海洋变暖现象。

2018年我国小汽车突破2亿辆
新能源汽车增长七成

公安部 11 日发布，2018 年全国小汽车保有量
首次突破2亿辆，新能源汽车全年新增107万辆。

据公安部统计，2018 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
车3172万辆，机动车保有量已达3.27亿辆，其中小
型载客汽车首次突破 2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突破 4
亿人，达4.09亿人。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261 万辆，全年增加 107
万辆，与 2017 年相比，增加 107 万辆，增长 70.00%。
从统计情况看，近五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年均增
加50万辆，呈加快增长趋势。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4.09亿人，近五年年均增量超过3000万人。 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

与玉兔二号顺利完成互拍
1 月 11 日，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巡

视器正常工作，在“鹊桥”中继星支持下顺利完
成互拍，地面接收图像清晰完好，中外科学载
荷工作正常，探测数据有效下传，搭载科学实
验项目顺利开展，达到工程既定目标，标志着
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至此，我国探月工程
取得“五战五捷”。

■国际

美媒称美军已开始
从叙利亚撤出军用装备

据美国媒体10日报道，美军已在近期从叙
利亚撤出第一批军用装备。

一名匿名美政府官员向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证实，已有部分美军装备被运出叙利亚。
这名官员称，出于安全考虑，他无法透露这批
装备的组成以及从叙利亚何处或以何种方式
撤出。

报道称，美国防部撤出装备是在遵从前防
长马蒂斯离职前签署的撤军执行令，同时也意
在向白宫表示，军方在总统特朗普下达撤军指
令后已“有所行动”。

■科技

“神秘信号”来自外星人吗？
科学家发现宇宙中“神秘信号”的消息近日

刷屏，许多人将其与外星人联系起来，但无论是
贴出论文的英国《自然》杂志网站，还是探测到
信号的加拿大实验团队，都没有提到外星人。

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9 日贴出两篇论文，
它们来自“加拿大氢强度测绘实验（CHIME）”
团队，其中一篇论文说该团队探测到 13 个“快
速射电暴”，第二篇论文则重点介绍了其中一
个代号为FRB 180814.J0422+73的重复快速射
电暴，这就是引发热议的“神秘信号”。快速射
电暴的源头可能是具有巨大能量的天体，比如
可能与超新星爆发和黑洞有关。

特朗普宣布取消达沃斯行程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宣布，取消原定前往
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行程。特
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
说，鉴于国会民主党人在边界安全问题上的不
妥协以及安全对于美国的高度重要性，他决定
取消达沃斯之行。

由于美国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在修建边
境隔离墙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各方未能就拨款
法案达成一致，约四分之一的美国联邦政府机
构从去年 12 月 22 日凌晨开始陷入“停摆”。白
宫和国会民主党人自“停摆”开始以来进行了
多轮谈判，但一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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