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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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 探 调 查

喜乐搬家87778900

搬 家 搬 厂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本女45单身可落户17186657812征 婚 交 友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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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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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AV(HK)LTD.
因快递原因遗失正本提单一份
，船名航次：CMA CGM
ALEXANDER VON
HUMBOLDT/0FL2B
W1MA，提单号：SHSZX
A800789，柜号：OOCU67
94151和250箱，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费用由我司承担
遗失太平洋保险商险单ANI
B901Y1418B027912R流水
CFBA1807276860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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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耀飞物流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决

定注销本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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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鑫沅瑞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销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决

定注销本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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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誉翔弘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慈溪市宝立鞋厂（普通合伙）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
3325001668303，开户银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东支
行，账号：620301220001564
39，声明作废。
宁波梵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04792807开户银行:宁
波银行东门支行，声明作废
遗失浙商保险公司商业险保单
流水号P720355180002962声
明作废

慈溪市宝立鞋厂（普通合伙）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号码：
G10330282001668300，声明
作废。

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破产受理公告 （2018）浙0225破8号

2018年12月20日，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根据黄敏的申请裁定受
理象山糖烟酒菜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和义观达律
师事务所为象山糖烟酒菜有限公司管理人。债权人应在2019年3月15
日前向象山糖烟酒菜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江安路
407号钻石广场办公楼1202室；邮政编码：315020；联系人：应洁琴律师、
石炜律师；联系电话：19906746480、0574-87520647；债权申报文件下载地
址：www.hygdlf.com）申报债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2019年1月21日
至1月25日和2019年2月25日-3月1日期间债权人可至浙江省象山县
丹东街道环湖路1号华丰假日酒店3号楼三楼申报债权。逾期申报债权
的，依据法律规定处理。象山糖烟酒菜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不再对你或你单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由你或你单位承担。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9年3月28日下午14时00分在象山海洋
酒店召开。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出席
会议应向本院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或个
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

2019年1月11日

/广告

16个扣费类恶意程序被曝光
全部为视频影音播放类

记者 13 日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
心获悉，通过自主监测和样本交换形式，国家互
联网应急中心近日发现16个扣费类的恶意程序
变种，这些恶意程序在用户未知情的情况下，私
自给指定 SP 号码发送订购短信，消耗用户手机
话费。

这16 个恶意程序变种名称包括《禁播视频》
《魅影视频》《无码神播》《风情影音》《草溜影吧》
《嗨影播播》《午夜直播》《含情播吧》《岛国影视》
《avi视频》等。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安全专家
介绍说，这些恶意程序主要采用明扣或暗扣的方
式进行操作，明扣是采用不明显提示，采用隐藏、
模糊的手段，诱骗用户进行支付，暗扣是没有任
何提示的情况下进行支付；明扣主要采用支付宝
或微信支付，暗扣主要采用发送 SP 扣费短信或
访问WAP业务链接，订购某包月业务。

一种抗眩晕药有助恢复记忆

日本北海道大学日前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
显示，抗眩晕处方药倍他司汀具有帮助恢复记
忆的功能，可能有助于认知症（痴呆症）的治疗。

在动物实验中，日本北海道大学和东京大学
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倍他司汀能够帮助实
验鼠恢复记忆。

研究小组解释说，倍他司汀能够刺激大脑释
放神经传导物质组胺，帮助人或动物回忆起已
经忘掉的部分记忆。研究人员希望这一研究能
够有助于医学界研发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等认知
症的新药。

浙江大力促进自主创业
担保贷款可达50万元

为大力促进就业创业，浙江省政府近日决定加
大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力度，最高可申请50万元。

浙江省政府发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
见》指出，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自主创
业人员，可申请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的创业担保
贷款。自主创业人员及其配偶除有助学贷款、扶
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万元以下小额消
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记录外没有其他贷款的，
可同时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根据实施意见，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
创业项目好的个人和小微企业，可继续享受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累计次数不得超过3次。

也门亚丁一炼油厂爆炸起火
至少15人受伤

也门安全部门官员 12 日说，也门亚丁一家
炼油厂因油罐爆炸引发的大火仍未扑灭，目前已
造成至少15人受伤。

目击者告诉记者，炼油厂所在的整个地区都
能听到巨大爆炸声。现场浓烟滚滚，消防人员仍
在全力灭火。

亚丁市卫生部门一名官员告诉记者，所有伤
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亚丁市官员表示，这家炼
油厂油罐爆炸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2019 年春运即将到来，不少旅客正在通过电话
或网络抢购车票，而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谋划种种
购票骗局，骗取旅客钱财。深圳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
心总结近期出现的案例提醒广大旅客，购票要谨防
以下六种骗局。

一是假网站喊你来买“特价票”。不法分子制作
虚假购票网站，声称售价打折或百分之百有票，待购
票者上当后再以信息不全等理由要求购票者补全银
行卡账号、密码等重要个人信息，然后骗取钱财。

二是“黄牛”加价帮你代买。不法分子伪装成“黄
牛”，声称自己有票，只需在原价基础上多加一二百
元即可代买。但其实，这些“黄牛”利用现有的火车
票，用修图软件修改票面上的信息“以假乱真”。

三是“快递员”上门送票。以购票成功、“快递员”
上门送票为手段，假意约见购票者在某地见面给票，

同时又要求购票者的亲友在银行门口等待，接到电
话再汇款。随后，通过“来电任意显软件”冒充购票者
的手机号给其亲友打电话让其汇款，利用购票者尚
未与亲友进行联系的时间差骗取汇款。

四是银行卡密码诈骗。冒充“客服”以种种理由要
求购票者向指定账户付款，或利用购票者对网上支付
不熟悉的特点，骗其输入银行卡账号、密码，窃取这些
信息后盗取卡内的存款，从而达到诈骗的目的。

五是车票保证金诈骗。冒充“客服”要求先付一
定数额的订金或保证金后才能出票，然后利用购票
者急于拿到票的迫切心理，以种种理由诱使追加订
金或保证金。

六是车票汇款诈骗。冒充“客服”以种种理由拒
绝使用正规网站提供的第三方安全支付，或假冒火
车站内部工作人员等骗其直接汇款到个人账户。

尼日利亚南部油罐车爆炸
致20余人死亡

尼日利亚公路安全管理部门 12 日证实，尼
南部十字河流州11日晚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
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目击者告诉新华社记者，油罐车在通过一个
弯道时失控翻倒在路边，车上所载汽油出现泄
漏，引发周围居民蜂拥赶来抢油。混乱中油罐车
发生爆炸，当场导致超过20人死亡。初步调查显
示，油罐车司机可能超速驾驶导致翻车事故。

束昱辉被撤销天津工商联执委、
常委、市商会副会长等职务

记者 13 日从天津市有关部门获悉，束昱辉
被撤销天津市工商联执委、常委、市商会副会长
等职务。

据了解，依据《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和有
关规定，天津市工商联和河西区工商联分别于近
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束昱辉十四届天津市
工商联执委、常委、市商会副会长，十二届天津市
河西区工商联执委、常委、副主席等职务，开除其
天津市河西区工商联会籍。依据《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章程》和有关规定，近日，政协天津市河
西区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常委会议决定：免
去束昱辉政协天津市河西区第十四届委员会常
委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

束昱辉因存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重大犯罪
嫌疑，已于 2019 年 1 月 7 日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
拘留强制措施。

暴风雪席卷美国中西部
至少5人丧生

一场暴风雪12日横扫美国中西部地区，5人
在因路滑导致的车祸中丧生，包括一名妇女和她
14岁的继女。

据当地媒体报道，密苏里州受灾最重，部分
地区积雪厚约30厘米。由于积雪覆盖道路，密苏
里州圣路易斯市附近的州际公路当天堵车数小
时之久，甚至还有公路堵车长达 8 小时。圣路易
斯市兰伯特国际机场大部分航班延误或取消。

截至当天下午，密苏里州警察共接到 3000
多个求助电话，涉及 700 多个交通事故、1300 辆
受困车辆。暴风雪同时导致密苏里州中部地区
1.2万个家庭和企业断电。

陕西百吉矿业“1·12”重大事故
被困21名工人均已遇难

记者从陕西省神木市政府获悉，12日下午发
生的陕西省神木市百吉矿业李家沟煤矿“1·12”
重大事故中，被困井下的最后2名工人已于13日
6时50分找到，2人均已确认遇难。

12 日 16 时 30 分许，陕西省神木市百吉矿业
李家沟煤矿井下发生事故，经核查，当班入井矿
工共 87 人，事故发生后 66 人安全升井，21 人被
困，13日确认21名工人均已全部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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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诈中心提醒：春运购票谨防六种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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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双色球 第2019006期 01 05 10 19 26 28 12
3D 第2019013期 9 1 0
15选5 第2019013期 01 02 06 08 12
●体彩
6 + 1 第19006期 5 5 0 7 7 7 5
20选5 第19013期 07 08 10 12 19
排列5 第19013期 2 2 3 3 5

彩票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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