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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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 失 声 明

征 婚 交 友
本女45单身可落户17186657812

侦 探 调 查

宁波晨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遗

失合同专用章编号3302220042

234，声明作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公司江北孔浦营业厅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330201062940831，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明城集贸市场管理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330210

0014196，财务专用章编号3302

100014197，声明作废

《现代金报》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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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清算公告
余姚惠士电器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2019年2月19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2019年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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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爱君 电话：13738431616
地址：余姚市泗门镇夹塘村
邮编：315400
余姚惠士电器有限公司清算组

减资公告
根据 2019 年 2 月 15 日股东

（大）会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
从 1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30 万元
人民币，先予以公告。债权人可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宁海县元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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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博擂安全器材有限公司

招 聘 启 事
宁波市公安分局江北分局特招聘一批警务辅助人员
统一要求：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纹身，无病史、无违法犯罪前科、工
作责任心强，自愿从事公安警务辅助工作。大专文凭（大专在读）以
上，军人或有特长的优先。
巡特警年龄要求：26周岁以下。联系人：应老师（81986570）；
陈警官（81986198）。薪酬：7.5-8.5万（含五险一金）
辅警年龄要求：35周岁以下。薪酬：6-7.5万（含五险一金）
报名地点：随带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及其他有效证书至

宁波市江北区清河路11号106室报名。
联系电话：81986093，王老师；13586854945，顾经理。

宁波江北保安总公司

喜乐搬家87778900

搬 家 搬 厂

宁波时峰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农
行宁波西门支行核号J332004
3093201,账号394250010400
16151声明作废
宁波仁弘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一份，编号
JY133021202401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本人陈莹于2010年
就读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管理，
次年2011年毕业，遗失于2011
年在宁波诺丁汉大学取得的硕
士毕业证，学号6508012 ，毕
业证证号：008161，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启旭市场调研咨询

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3320026033701开户行宁

波银行鄞州中心区支行（原江

东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新河悦泰酒店用品

经营部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宁波

翠柏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19461403，声明作废

余姚市马渚镇马漕头社区卫生
服务站遗失备案号3302190212
641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葛笑于2019年2月18日遗失身
份证，证号33022619931105
4965，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亚星宾馆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份，核准号：
J3320012059902，开户银行：
鄞州银行联丰支行，声明作废

王波遗失由宁波万达广场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装修押金

5000元，质量保证金10000元，

POS押金5000元，物业保证金

6081.3元，收据号码0003762

，由宁波万达商业广场有限公

司开具的租赁保证金54731.7

元，收据号码0000458特此声明

宁波大榭开发区正达集装箱储
运有限公司遗失保险单，编号
：ANIB960Y1418B0I4303J
，车牌号码：浙B63626，
声明作废

奉化市蒋云良天姿美容养生会
所遗失财务章3302240029446
发票章3302240051404声明作废

/广告

宁聚新闻客户端
正式上线

本报讯（记者 李华光）2 月 19 日，由宁波广
电集团全新打造的新闻客户端“宁聚”正式上线。

记者了解到，宁聚 APP 以重视听、强交互为
主要特色。集五大首创于一身：宁波首个云覆盖
全媒体报料体系、宁波首个短视频即拍即传互动
分享平台、宁波首个竖屏短视频 IP、全省首个一
键@记者智能报料平台、全国首个智慧党建直播
平台，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通过打造在内容、风
格、受众、技术上的特色和优势，宁聚将力争立足
宁波，辐射长三角地区，构建起“权威、鲜活、灵
动”的主流舆论场，逐步形成强势传播新格局。

王毅徒步巡查
中缅边界“共和国1号碑”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2 月 17 日，在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之际，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徒步沿边
界线踏勘中缅边界，查看新中国第一块界碑。中
缅边界是新中国成立后与邻国划定的第一条边
界。被称为“共和国 1 号碑”的中缅 1 号界桩位于
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图为王毅为界桩上略已斑
驳的“中国”两字描红添色。（供图：云南省人民政
府外事办公室） 据人民网

撤销翟天临博士学位
北京电影学院发最新声明

北京电影学院 19 日在官方微博发布关于
“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等问题的调查进展情况
说明(二)”，说明称，翟天临在学期间发表的《谈
电视剧<白鹿原> 中“白孝文”的表演创作》一
文中存在较为突出的学术不规范、不严谨现
象，存在学术不端情况。导师陈浥未能认真履
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论文指导和审查
把关等职责。

经学校学术委员会学术道德与学术仲裁委
员会建议、学位评定委员会投票决定、校长办公
会研究同意：撤销 2018 届博士研究生翟天临博
士学位，取消陈浥的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翟天
临、陈浥对此均表示接受。

据中新网

紫禁城奇妙夜
故宫博物院94年来首开夜场

元宵之夜，被灯光照亮的紫禁城壮美而神
秘，红灯笼点缀的城墙格外喜庆。故宫博物院
在 19 日和 20 日晚举行“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
活动，邀请劳动模范、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各
界代表以及观众数千人，前往午门展厅、太和
门广场、故宫东城墙、神武门等区域观灯赏景，
共贺良宵。

这是故宫博物院建院 94 年来第一次在晚
间免费对公众开放，也是紫禁城古建筑群第一
次在晚间被较大规模点亮。通过灯光照明及灯
光布景，紫禁城内的午门——雁翅楼、太和门、
太和殿、东南角楼、东华门、东北角楼、神武门
等区域霓虹闪耀，观众可以在晚间欣赏紫禁城
的恢宏壮美。

明年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立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3岁

国家发展改革委 19 日称，我国将着力补齐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增强非基本公共服务弱项、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水平，切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
网底，不断满足多样化民生需求。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 18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
《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
提质量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到
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全覆
盖、质量全达标、标准全落实、保障应担尽担，实
现非基本公共服务付费可享有、价格可承受、质
量有保障、安全有监管。

其中，教育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劳动年龄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8年；覆盖城乡的基
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7.3岁。

印度空军两架飞机相撞坠毁
飞行员一死两伤

印度空军两架“鹰”式飞机19日在南部城市班
加罗尔进行特技飞行表演彩排时相撞坠毁，造成一
名飞行员死亡，另有两名飞行员和一名平民受伤。

据当地一名警官介绍，当时两架飞机正在为
20 日至 24 日举行的航展特技飞行表演做准备。
电视画面显示，飞机坠毁时，现场腾起浓烟，碎片
散落一地。

两架飞机隶属于印度空军“阳光”特技飞行
表演队。

●福彩
3D 第2019043期 0 9 6
15选5 第2019043期 03 05 07 11 13
双色球 第2019019期 03 11 17 18 24 25 06
●体彩
6 + 1 第19019期 7 4 6 8 2 6 7
排列5 第19043期 6 0 3 1 6
20选5 第19043期 01 02 03 11 13

为修墙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美国16州状告特朗普违法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纽约等16 个
州18日联合向位于旧金山的加州北部联邦地区
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
状态”以绕过国会筹集经费用于在美墨边境修建
隔离墙一事非法。

图为美国多地举行示威活动，抗议特朗普动
用行政权力筹款“造墙”

二战经典照《胜利之吻》
男主人公去世

二战经典照片《胜利之吻》中的美国水手乔
治·门敦萨于17日去世，享年95岁。

美国时间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纽约人纷纷走上街头庆祝这一喜讯。在市
中心时报广场上，一名年轻水手揽起身边一位身
穿护士服的女士大胆亲吻，表达心中的喜悦和激
动。这一幕被美国《生活》杂志摄影师阿尔弗雷
德·艾森施泰特看到，他将这个画面定格并刊登
在杂志上，因巧妙诠释战争结束后人们的狂喜之
情，这张照片成为风靡全球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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