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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新华书店集团荣获三项中国书店年度大奖

荣誉属于这座充满书香的城市

徐嘉余剑指世锦赛
紧张中奋发图强

读者在“年度主题书店
年度主题书店”
”的音乐书店合影

近日，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百道网共同主办的
2019 中国书店大会暨“新时代杯”2018 时代出版·中国
书店年度致敬盛典在北京举行。每年年末举办的盛典，
作为行业标杆性的活动，一直受到业界广泛的关注。刚
结束的评选活动，深入反映了中国书店 2018 年的最新
成就，并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礼。
致敬盛典现场颁发了“年度书店之都”、
“ 年度最美
书店”、
“ 年度主题书店”等 16 项年度称号。宁波新华书
店集团作为书香宁波的代表，一口气捧回了 3 项中国书
□通讯员 胡燕 陈吉 金报记者 朱立奇
店年度大奖。

通讯员 供图

荣誉归于书香宁波这座城

在年度致敬盛典上，16 个年度书店致敬项目
全面呈现年度书店发展风貌，发现书店之美好。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在本次评选活动中收获满满：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开明书院荣获“年度少儿书
店”称号，宁波新华书店集团音乐书店荣获“年度
主题书店”称号，宁波新华书店集团悦读时光-古
林中学店荣获“年度校园书店（中小学）”称号。
在颇具分量的“ 年度主题书店 ”的评选中，
2018 年初春与宁波市民见面的音乐书店是宁波
新华书店集团第一家专业性的书店，也是宁波大
市范围内首家音乐主题书店。现代金报于 2018
年 3 月 18 日在 A8 版刊登了《听！书店在唱歌—宁
传统书店正在华丽转身
波首家音乐书店与市民见面》的报道后，引来中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董事长陆皎，总经理余慧
央媒体的关注。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音乐书店除
率领团队前往北京参加了中国书店年度致敬盛
了提供轻松舒适的场地，还向全市的音乐爱好者
典的全过程，开明书院副经理林芬上台领取了相
发 出 邀 请 ，让 这 里 成 为 大 家 一 个 释 放 青 春 的
关奖项。据悉，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品牌照亮书 “家”。
店”，并同时发布了《2018-2019 中国书店产业报
2018 年 6 月 1 日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前身
告》。
是宁波新华书店中山店的开明书院，完成转型升
会上，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在
级，重装开业，成为浙江省首家青少年主题书店
盛典现场发言表示，2018 年我国图书销售网点
（现代金报 2018 年 6 月 2 日 A6 版进行了报道）。华
同比增长 4.3%，从业人员同比增长 5.5%，图书销
丽的转型，不仅延续了宁波人对于中山店的美好
售总额同比预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记忆，更是获得全国专家组的认可，荣获“年度少
“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驱动书店业加快
儿书店”这一荣誉。
转型升级的步伐。另外，书店业态多元、多媒，供
在致敬年度校园书店（中小学）环节，宁波新
应链协同共享，智能化管理与服务加速书店转型
华书店集团悦读时光-古林中学店收获了“年度
升级，传统书店正在华丽转身。”艾立民如是说
校园书店（中小学）”这一荣誉。
道。
宁波新华书店集团董事长陆皎向记者表示：
大会现场还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出版
无论是否获奖都要感谢各位宁波读者、宁波市民
发行业迎来巨大变革进行了全面总结。1978 年，
一直以来对于宁波新华书店集团的支持。而此次
全国只有 123 家出版社，出版图书 1.5 万种、37 亿
获得三个奖项，是书香宁波的又一例证。是宁波
册，发行网点仅 8600 个。截至 2017 年，全国共有
这座充满书香气息的城市，让我们集团能够不断
585 家出版社，出版图书 51.2 万种、92.4 亿册，发
创新和进步。
“ 荣誉属于宁波这座城市，也属于每
行网点增长近 20 倍，达到 16.3 万处。从书荒到书
个爱书爱阅读的宁波市民。2019 年，宁波新华书
海，从落后到繁荣，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出
店集团将会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文化阅读体验而
版大国。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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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海曙区石石契生产资料商 SHERAV(HK)LTD.
店遗失财务章一枚，
号码
因快递原因遗失正本提单一份
3302030190191 声明作废
，
船名航次：
CMA CGM
浙江文天律师事务所遗失续保 ALEXANDER VON
热线：0574-87254648 QQ：2598766662
收据两份面额 500 元，
NO.
HUMBOLDT/0FL2B
地址：宁波海曙区东渡路 55 号华联写字楼 2420 室
7625835，
NO.7625836
W1MA，
提单号：
SHSZX
现声明作废。
柜号：
OOCU67
宁波之星遗失定金收据一张， 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遗 A800789，
征婚交友
搬家搬厂
94151和250箱，
声明作废，
客户名称： 失机动车合格证，
合格证编号：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本女 45 单身可落户 17186657812 金额为一万元整，
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我司承担。
声明作废
余姚市绿野果蔬农厂。编号： WBY040JB0011328，
喜乐搬家 87778900
遗失声明
宁海县后舟湾铁皮石斛种植场 宁波市鄞州誉泰企业营销策划
22702018110117 声明作废
侦探调查
有限公司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
遗失财务专用章，
声明作废
宁波之星遗失定金收据一张，
遗失众诚保险宁波中支商业险 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蔡氏小家电 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4月7日核
金额为贰万元整，
客户名称：
神洲调查 87289267
保单一份，
流水号 00000000
洪祥国。编号：2270201901
商行遗失公章编号 330211005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代码913302
民事取证、商务、打假、寻人
0006，
声明作废
12MA28YTNX9R声明作废
4457，
声明作废
宁波人自己的老牌调查公司
414789，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注销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将注册资本由贰亿元人民币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减至伍仟万元人民币，并按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 注销手续。
手续。
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汕源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圣衣德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双极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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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宁一平安车辆服务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阳光透过游泳馆的落地大玻璃射进来，
明亮、微热。徐嘉余结束了两个半小时的水中
训 练 ，上 岸、擦 水、裹 毛 巾 ，快 步 走 到 记 者 面
前，眼中略带疲惫，声音还有些喘。
到 11 日，正在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冬
训的徐嘉余已经在高原呆了快 20 天，每天的
训练单调枯燥。
“ 现在这个阶段主要是有氧恢
复，储备个人体能，我会慢慢来，跟着教练的
方向走。”他话锋一转，
“ 冬训虽然苦，但我会
苦中作乐。”
谈到 2018 年的遗憾，徐嘉余叹了口气。短
池世锦赛 100 米仰泳的银牌让他既释怀，又难
放下。
“ 毕竟是在杭州家门口比，大家把比赛
看得重，对我的期待值也高，我给自己的压力
也很大。”
对于 2019 年的期待，徐嘉余表示肯定是
把韩国光州世锦赛比好，这将很大程度上影
响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信心。
“大家的目标都
是拿冠军，我会尽自己最大所能去拼，但眼前
的事是把训练做好。”
2019 年，除了希望收获金牌外，徐嘉余还
有一个小心愿，就是改掉“顽疾”。
“ 我更多要
做的还是——不要给自己包袱。”他有点腼腆
地笑笑说，
“ 这是我长期存在的问题了，一直
说改，但很难改，只能在紧张中奋发图强了。”
据新华社昆明 1 月 11 日电

美职篮全明星第 2 轮票选
詹姆斯继续领跑
美职篮（NBA）10 日公布了今年全明星赛
的第二轮票选结果，
“ 皇帝”勒布朗·詹姆斯继
续领跑。詹姆斯曾 14 次入选全明星阵容，3 次
获得全明星赛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洛杉矶湖人队的詹姆斯依旧是到目前为
止 西 部 联 盟 的“ 票 王 ”，他 的 得 票 是 277 万
9812 票。密尔沃基雄鹿队的安特托昆博仍然
保持东部联盟得票第一的位置，他有 267 万
816 票进账。
第 68 届美职篮全明星赛将于 2 月 17 日在
夏洛特进行，球迷投票的截止日期是 1 月 21
日。在美职篮全明星票选中，球迷投票的比重
占 50%，现役美职篮球员和媒体评审团的投
票各占 25%，最终产生东、西部首发球员共 10
名。
1 月 24 日，美职篮将公布全明星赛首发
阵容和东、西部全明星队队长的名单，替补阵
容名单则将在之后一周公布。
据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0 日电

招聘启事
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特招聘一批警务辅助人员，其中

●辅警、巡特警 130 名（大专文凭及以上）
●文职 20 名（本科文凭及以上）

要求：35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违法犯罪记录。待遇：年薪 68.5 万元。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3 月 10 日带简历、户口本、学历
证明、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江北区清河路 11 号报名。
具体咨询电话：81986093（王老师），13586854945（顾老师）
请工作日联系。
宁波江北保安总公司
周科峰遗收据1份，
号码0937
360金额叁仟元整，
声明作废
慈溪胜康建材经营部遗失公章
一枚，
声明作废

宁波市启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
20026354801，
开户银行农业
银行礼嘉桥支行，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本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本
企业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 企业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注销手续。
工商注销手续。
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雁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雁坤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比爱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