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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何玲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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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SHFCAC5GH110374，金 额
￥3000（叁仟圆整），特此声明作
废！

杭州凰飞广告有限公司注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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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陌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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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玮希通信器材有限公司注销
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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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银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杭州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7年01月22日核发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30106MA28LLR363 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尊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税
号91330106MA2B2TNN5A遗失浙
江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
码 3300183130, 发 票 号 码
00751551，声明遗失

杭州恒必晟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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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清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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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玖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
本公司注册资本从600万元减至
3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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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万丰珠宝有限公司注销清算
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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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瑜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注销清算公告
本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已决定解
散本企业，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合伙
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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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合伙企业清算人
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项美女 不慎遗失由湖州市吴兴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07年5月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3050032327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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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洁遗失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
学生证,学号2017170142,声明作
废

金华市逸柔玩具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杭州翰旺贸易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
告：本公司投资方BAOYUAN LIM-
IT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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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艾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销
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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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佰明遗失湖州市吴兴区工商行
政管理局2017年7月22日核发的
湖州织里朱佰明副食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502MA29KBFX3D，声明作
废。

杭州富阳国有农业资产经营公司
农机修理分公司遗失浙江富阳农
村商业银行营业部基本户开户许
可 证 1 份 ，核 准 号 ：
J33010049539602，声明作废

华安保险遗失以下单证：1、旧版商
业车险单证，流水号为06066
61620；2、旧版电销商业车险单证，
流水号为1300381508；3、旧版内置
单证 ，流水号为 0633824736，
0636637423，0636637443，0633
824762-0633824800；4、建工意外
险B款单证，流水号为08000
01103-0800001121，声明作废。

杭州锐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
年09月25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3301015832171713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陈伟遗失杭州四季青精品童装
市场有限公司管理保证金收据
一份，收据号码00025671，金额
10000元，声明作废

杭州全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税号：91330106311384929X）
遗失通用机打发票2份，发票
代码：133011530339，发票号
码：02072287- 02072288。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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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凌晨，福州市公安局就“见义勇为被刑拘”
一案发布了案情通报，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认定赵
某行为属正当防卫，虽超过必要限度，为鼓励见义
勇为，对赵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2018年12月27日零时8分，福州市公安局晋安
分局岳峰派出所接到报警，称晋安区岳峰村某酒店
式公寓有人打架。接警后，民警即出警处置。

福州市公安局发布的通报说，50岁的包工头李
某（男）与 27 岁的娱乐场所服务员邹某滤（女），于
2018年10月相识，并有多次往来。2018年12月26日
晚，两人酒后一同乘车到达邹某滤暂住处并发生争
吵，李某被邹某滤关在门外，李某踹门而入并和邹
某滤发生肢体冲突，引来邻居围观。楼上邻居赵某
下楼见李某正在殴打邹某滤，便上前制止拉拽李
某，赵某和李某一同倒地。两人起身后，李某打了赵
某两拳，赵某随即将李某推倒在地，接着上前打了
李某两拳，并朝倒地的李某腹部踹了一脚，后赵某

拿起房间内的凳子欲砸向李某，被邹某滤拦下，随
后赵某被自己的女友劝离现场。李某被踢中腹部后
横结肠破裂，于 12 月 27 日住院手术，2019 年 1 月 12
日出院，据医嘱李某于 2 月 11 日到医院拔出造瘘
管。经法医鉴定，李某为重伤二级。

经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局侦查，赵某涉嫌犯故
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后转取保候审，经进一步侦
查，晋安公安分局以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移送晋安
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晋安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赵某的行为属正当
防卫，但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被害人李某重伤的
后果。鉴于赵某有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为弘扬社
会正气，鼓励见义勇为，综合全案事实证据，检方对
赵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李某因涉嫌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已于2月19日在
公安机关指定的地点监视居住，公安机关将视其病
况依法采取相应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宁波电网新年首次“大手术”
拉开主电网智能升级序幕

本报讯（通讯员 陆晓依 记者 戴晓燕 摄
影 通讯员 王幕宾）2 月 21 日，宁波电网新年首
个大型检修工程——220千伏达蓬变集中检修在
雨中正式启动，该工程将持续至 2 月 27 日结束，
为期7天。

220 千伏达蓬变承载着慈东地区主要的工
业、民用、商业用电。由于近年来周边用电负荷的
不断攀升，设备承载压力不断增加，电力设备亟
待检修。在新春伊始，国网宁波供电公司变电检
修室对该变电站“生病”设备进行“大换血”。从明
天开始直到迎峰度夏前，电网持续密集开展十几
项大型检修改造工程，对电网进行智能化升级，
确保夏季用电高峰期间供电可靠。

一月宁波口岸
对美进出口增长17.8%

本报讯（通讯员 裘文颖 记者 郑晓）据宁波
海关统计，今年一月份宁波口岸对美国进出口
250.7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同）增长 17.8%。
其中，进口11.6 亿元，下降66%；出口239.1 亿元，
增长 32.3%，实现贸易顺差 227.5 亿元，较上年同
期扩大55.1%。

九部门：不得将限制生育
作为录用女职工的条件

据人社部网站消息，人社部、教育部等九
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
进妇女就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要求，在招聘环节中，不得限定性别(国家
规定的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等情况除外)或性
别优先，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求职就业、
拒绝录用妇女，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
件等。 据中新网

支付宝还信用卡
超2000元将收费

记者21日从支付宝获悉，自3月26日起，
通过支付宝给信用卡还款将收取服务费。

支付宝称，收费的原因是综合经营成本
上升较快，调整信用卡还款的服务规则是为
了减轻部分成本压力。值得关注的是，支付宝
提供了每人每月 2000 元的免费额度。也就是
说，2000 元以内依然免费，超出 2000 元的部
分，再按照0.1%收取服务费。如果用户需要提
升自己的免费额度，可以通过支付宝会员积
分进行兑换。

支付宝在公告中也表示，如果是大额的
还款，用户可以选择通过银行网银等渠道免
费还款。

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
生活垃圾分类

2019 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全面启
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
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这是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1日在上
海召开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
上获得的消息。据介绍，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
试，推进垃圾分类取得了积极进展，收运处理
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上海、厦门、深圳、杭州、
宁波、北京、苏州等城市，已初步建成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体系。2025年底前，全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
系统。

秘鲁一酒店遭抢劫
无中国籍游客伤亡

据秘鲁媒体 20 日报道，秘鲁南部马德雷德
迪奥斯省马尔多纳多港一家酒店19日晚发生歹
徒抢劫外国游客事件，当时有 41 名中国籍游客
下榻该酒店。据中国驻秘鲁大使馆领事部提供的
信息，没有中国籍游客在此次事件中伤亡。

据酒店提供的信息，抢劫事件发生在当地时
间19日20时20分左右，约10名武装歹徒闯入印
加特拉酒店，这群歹徒杀害了一名秘鲁当地导游
并抢夺财物后逃离。

秘鲁方面正调动警力追剿这些歹徒。

孟加拉国首都火灾
导致至少81人丧生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市官员阿里·阿扎姆说，
20 日夜间发生的火灾已造成至少 81 人遇难，数
十人受伤。据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证实，火灾
中尚未发现有中国公民伤亡。

继微博永久关停之后
咪蒙微信公众号显示已注销

21 日，咪蒙微信公众号显示已注销。记者
随后注意到，咪蒙旗下的“才华有限青年”也
显示注销，该账号此前曾发布《寒门状元之
死》一文，引发争议。春节前夕，咪蒙曾发公开
信称：因咪蒙团队引发的负面影响，咪蒙微信
公众号停更2个月、咪蒙微博永久关停。

据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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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公告

本版图文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