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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小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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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恋夕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3301060197353，
声明作废

浙江纵鑫机械贸易有限公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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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乌迈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
失浙江义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鹏城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3387012272801，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330782MA28DRC41R，声明
作废

绍兴柯桥正新纺织品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330621763940252U
遗失财务章，法人章（陈立新）发
票章各1枚 声明作废

韩勤芳遗失吴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年9月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330503608009236
声明作废

衢州市萌美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税号91330800MA28F81LXK)遗
失金税盘,盘号661720959373,
声明作废

杭州欧体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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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美集家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终止合
同公告：速美集家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与台州市胜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终止合作，请消费者周知。消费者
如有装修需求，请拨打：400-700-
2575 速美集家装饰有限责任公
司 2019年0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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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思思遗失绍兴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证书,证号1287 6120 1006
0018 70,声明作废

杭州酷虎科技有限公司,税号
913301060845979745,遗失已开
具作废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
打发票1份，代码：133011430339，
号码：11562601，声明遗失。

浙江英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编号3301080192218;
合同章一枚,法人章一枚，财务章
一枚，声明作废一枚。

杭州清锐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杭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12月
05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101MA27WKMB6G的营业执
照副本，声明作废

衢州市萌美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15份,发票代码
3300164320,发票号码18616496-
18616510;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25
份,发票代码3300162130,发票号码
08646542-08646566,声明作废

杭州臻卓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杭州市
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
年12月02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13301083418001611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杭州伊梦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出资人）决定：本
公司注册资本从8000万元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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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亮标石材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杭州市江干区市场监督
管局2016年04月28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330104583219572N, 声
明作废

杭州奔畅贸易有限公司注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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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衢州市萌美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衢江分公司遗失衢江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8年04月19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03MA29UE852E，声明作废

雷雯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330523199711010029声明作废

张恒遗失中国美术学院学生证，学
号s20182343，声明作废

罗虹宇遗失中国美术学院学生证,
学号3150100167,声明作废
丁国建遗失临时税务登记正副本，
税号：330125197901160919J,
声明作废

徐敏遗失湖州市南浔区工商局核
发注册号330504610007117营
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声明作废

杭州臻卓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3301080075704，声明作废

杭州华通运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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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美妆美咖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
年8月15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机构
代码为91330101MA28X1FA8U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新型仿生手
能实时传递位置和触觉信号

瑞士、意大利和德国研究人员近日成功开发
出一种新型仿生手，能实时传递位置和触觉信
号，让患者重新在运动时和运动后即时、准确地
感知肢体位置，从而提高本体感觉敏锐度。

新设备使患者无需用眼查看，就能伸出仿生
手去感受物体的形状、位置、大小等信息。目前这
一技术已成功使两名截肢患者获得了很高的本
体感觉敏锐度，两名患者使用假肢确定4个物体
大小和形状的成功率已达到75.5％。

新型人造DNA结构
信息密度可加倍

脱氧核糖核酸（DNA）中存储着遗传代码，
它由4种核苷酸组成，以4个不同字母表示。美国
研究人员最新合成出一种由 8 个字母组成的新
型DNA结构，信息存储密度加倍，未来有望应用
于合成生物等领域。

研究人员将这一分子系统命名为“Hachi-
moji”，在日语中的意思是“8个字母”。

值得一提的是，新型 DNA 结构的合成意味
着，地球上的天然 DNA 结构未必是生命存在的
唯一基础结构。研究团队称，未来人类搜寻地外
生命的范围也可适当扩展。

本纳说，研究团队仔细分析了这种人造DNA
的形状、大小和结构，“这将有助于扩展我们对地外
生命用于存储遗传信息的分子结构的理解”。

四川自贡发生4.9级地震
已致2死3伤

记者25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当日在四
川自贡市荣县发生的4.9级地震，应急管理部主要
负责人立即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已派出地震、救
灾部门组成的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赶赴现场。

据四川省应急管理部门报告，一农民自建房
阳台挡板掉落导致 2 人死亡，地震还造成 3 人受
伤，少量老旧、自建房屋倒塌或受损，目前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当地消防救援
队伍和地震部门已紧急赶赴现场开展全面排查
和救援救助工作。

内蒙古“2·23”重大事故
已致22人死 10人被刑拘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公安局获
悉，“2·23”重大事故处置过程中，已有11名犯罪
嫌疑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采取
强制措施，其中，10名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1
名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

目前，案件还在办理中。截至 25 日 11 时 30
分，事故死亡总人数为22人。

超1000亿方大气田
渤海天然气勘探获重大突破

记者 25 日从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我国渤海天然气勘探获重大突破——渤海油
田渤中19-6凝析气田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
千亿方，凝析油探明地质储量超亿方。

近年来，中国海油通过产学研一体化联合攻
关方式，研究确定“油型盆地”在某些特殊的地区
具备形成大型天然气田的条件，渤中凹陷就是这
样的特殊地区，经科研人员反复论证，终于发现
渤中19-6气田。

警方提醒警惕
“网上无抵押贷款”骗局

声称不需要任何抵押、担保，就能帮忙办理
一定额度的贷款，编造理由收取费用后就音讯全
无……湖北保康警方近日破获一起以“网上无抵
押贷款”为幌子的电信网络诈骗案。警方结合案
例提醒，随着眼下各种小额贷款产品进入市场，
一些不法分子抓住人们贪图方便的心理实施诈
骗，公众对“无抵押贷款”要提高防范意识。

警方提醒，个人小额借贷，尽可能选择正规
银行途径贷款，不可盲目轻信手机或互联网信
息。一些条件过于宽松的无抵押贷款，往往暗藏
陷阱，款未贷到手需先支付利息，极有可能是骗
局。若上当受骗，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央行开展400亿元逆回购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 25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400 亿元逆回购操作。因当日无央行逆回购到
期，故实现净投放400亿元。

央行发布公告称，当日开展 400 亿元逆回购
操作，期限为7天，中标利率为2.55%。

近期，银行间市场短端利率持续上行。25日发
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显示，隔夜
利率为2.605%，较上一个交易日上行17.4个基点；
7天和14天利率分别为2.658%、2.628%，分别较上
一个交易日上行5.8个和11个基点；一年期利率
为3.059%，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行0.4个基点。

“宁波慈善医疗联合众筹网络”
筹善款256万元助人于危难

本报讯（通讯员 高鹏 记者 贺艳）“宁波慈善
医疗联合众筹网络”是由宁波市慈善总会与公益
宝合作实施，于2018年5月份正式上线。昨天，市
慈善总会公布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年底，该平台
已成功推出20起求助病例，共筹集善款256万元。

该平台为宁波本地患重大病、急病的困境人
群提供免费的求助信息发布、筹款、咨询等服务。
所有求助信息均由市慈善总会审核后发布。同
时，筹集资金以直接拨付医院为主（不经求助人
之手），确保善款全部用于求助人治疗。

家门口直飞东京
4月25日起阿拉有航线了

本报讯（首席记者 薛曹盛）4 月 25 日，春秋
航空日本公司将开通宁波直飞东京成田机场国
际航线。每周有4班航班，分别为每周二、四、五、
日。届时从宁波出发到东京，全程只需3小时。

目前，航空公司尚未最终公布宁波直飞东京
航线的机票价格，但该航班将延续春秋一贯的低
价策略。平日单程价格含税费大约1300元，有活动
甚至更低，这一票价相当于浦东机场飞东京的7
折左右。以前，去日本通常是通过上海浦东机场中
转，而宁波开通到东京的直飞航班后，阿拉就可以
从家门口直飞去东京，省去了中转之苦。

第七轮中美
经贸高级别磋商结束

2 月 21 日至 24 日，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
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
政部长姆努钦在华盛顿举行第七轮中美经贸高
级别磋商。双方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
达成的重要共识，围绕协议文本开展谈判，在技
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
业以及汇率等方面的具体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
展。在此基础上，双方将按照两国元首指示做好
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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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推出
首款5G折叠屏手机Mate X

华为公司 24 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产品
发布会，首次推出基于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
的商用手机Mate X。这款智能手机采用折叠屏设
计，其搭载的多模5G芯片被誉为“华为最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