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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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婚 交 友

本女65单身可落户17186657402

本女47未婚可落户18395804828 喜乐搬家87778900

搬 家 搬 厂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遗 失 声 明
宁波罗戈恩电器有限公司遗失
保险单号：8051120193302640
03147，交强险保单号：80507
2019330264003232机动车辆交
强险、商业险原件，特此声明
慈溪市锦邦服饰有限公司遗失
备案通知书，（慈工商企）登
记内备字[2012]第5-1237号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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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新区森特立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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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宁波海曙区东渡路55号华联写字楼2420室

宁波市海曙区嘉茂日兴电脑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通宁网络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宁波华科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林

志），合同章，声明作废

浙江安能建设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财务章，法人章（林志）

，合同章，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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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琪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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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安大华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锦邦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

18年06月2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330282744984452U声明作废

欧维投资管理（宁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公章不慎丢失，编

号3302060205471，声明作废

余姚市梁弄镇海军烟酒副食品

店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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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高新区盈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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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人民
币减至2000万元人民币，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
续。 特此公告
余姚市西南城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牟明常遗失宁波市第一医院住
院发票，住院日期2018.3.27至
2018.4.9，金额24916.98元，
声明作废
宁波市元木郎装饰工程设计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M
A283EAR7K，声明作废

宁波灵动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编号3302820371818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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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猫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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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票开奖公告
●福彩
双色球第2019037期：01 07 12 14 18 25 10
3D第2019085期：5 0 5
15选5第2019085期：01 05 09 14 15
●体彩
6+1第19037期：9 6 5 8 8 2 1
20选5第19085期：08 11 14 16 19
排列5第19085期：6 1 2 5 8

本报讯（通讯员 罗秧再）今年是环境保护税
开征一周年。环境保护税法规定了排放浓度低于
30%、50%两档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
宁波市北仑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与生
态环境等其他部门密切配合、严格征管，确保应税
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明显减排。据了解，北仑区
全区环保税纳税人达到 132 户，2018 年净入库
598.47万元,减免890.74万元,涉及企业34户。

据统计，北仑区97家企业投入资金10亿元，
共实施 320余项有机废气治理项目，全区有机废
气排放量削减30%左右，目前已实现65蒸吨以下
燃煤锅炉全淘汰，65蒸吨以上燃煤锅炉及北仑电
厂等火热电机组全部超低排放。此外，北仑区（宁
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还通过逐户核实、集
中辅导的方式，将环保税具体政策落实落细。仅
2018年一年，全区达标排放的城乡生活污水场所
减免 542.97 万元，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减免
29.97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孙幸儿 记者 王冬晓）继
“奉化水蜜桃”“奉化千层饼”之后，奉化又多了第
三张城市名片——“奉化曲毫”。最近，经国家知
识产权局商标局审核及三个月的初审公告，“奉
化曲毫”成功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奉化曲毫”系绿茶，因宋朝雪窦寺住持广闻
禅师《御书应梦名山记》中“荼荠不同亩，曲毫幽
而独芳”之句而得名。此前，“奉化曲毫”被当作奉
化的一个茶叶品种，茶农均可使用。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注册成功后，茶农需向宁波市奉化区茶文
化促进会递交《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申请书》，
通过实地考察后并经许可，才能使用该商标。这
也是奉化区保护地方品牌资源的又一有力举措。

本报讯（通讯员 赵立年 记者 朱立奇）昨
晚，全国首个中国曲协会员乡村曲艺工作站授牌
仪式在慈溪市天元村举行。中国曲协副主席、浙
江省曲协主席、著名绍兴莲花落表演艺术家翁仁
康，中国曲协副主席、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
副主席、著名二人转表演艺术家闫淑平，中国曲
协理事、吉林省二人转艺术家协会秘书长、著名
二人转表演艺术家佟长江等艺术大咖齐聚慈溪，
他们将走进校园，开展“曲艺小讲堂”“育苗行动”
等一系列公益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国曲协、慈溪市委宣传部主
办，慈溪市文联、周巷镇人民政府承办，慈溪市曲
协、周巷镇天元村协办。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2 日
下午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了木里森林火灾最新情
况和牺牲人员善后工作进展。

凉山州木里县“3·30”森林火灾应急协调工作领
导小组介绍，2 日当天，通过低空和地面人员全力扑
救，整个火场明火已全部扑灭，火场已得到全面控
制，现转入清理余火和探搜火场阶段。目前 600 余位
地面扑救人员仍奋战在灭火一线，全面清理火点、烟
点，配合直升机空中洒水作业，确保扑灭一段巩固一
段，严防死灰复燃。

此次森林火灾造成27名森林消防队员和3名地
方干部群众牺牲，2 日凌晨 1 时 20 分，第一批转运的
23 具牺牲人员遗体护送至西昌市殡仪馆，除一具遗

体尊重家属要求安置在木里县，其余6具遗体于2日
20时左右送抵西昌。牺牲人员家属也陆续抵达西昌，
DNA比对工作正在抓紧进行。

凉山州政府按照一名牺牲人员一个服务小组的
要求成立专门工作组，抽调医护和心理辅导人员组成
服务小组为牺牲人员家属提供全方位服务。凉山州政
府副秘书长吉木子拉介绍，州政府和森林消防相关单
位已为30名牺牲的救火英雄启动烈士申报程序。

目前，四川省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凉山州木里
县森林火灾调查组，将对此次火灾起火原因、救火过
程、应急救援等工作依法调查，针对火灾过程中的爆
燃等细节问题组织专家论证，相关调查结果将及时
向社会公布。

南沙大桥2日12时通车。这是继港珠澳大桥
之后又一条连通珠江口两岸的过江通道。

南沙大桥大规模应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
1960兆帕高强度钢丝新技术，全长12.89公里，双
向八车道，设计行车速度为 100 公里每小时，设
计使用寿命100年。

南沙大桥主线包括大沙水道桥、坭洲水道桥
两座超千米跨江悬索桥。其中，跨径1688米的坭
洲水道桥被誉为“世界第一跨度钢箱梁悬索桥”。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预测，南沙大桥开通后，将
分流虎门大桥30%的车流，分流黄埔大桥17%的车
流，可极大缓解珠江口东西两岸的交通压力。

图为4月2日无人机拍摄的南沙大桥。

根据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 2 日发布的最
新计票信息，演员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和总统
彼得罗·波罗申科在总统选举中得票率领先其他
候选人，将通过第二轮投票决出总统选举最终胜
者。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发布实时选票统计
信息显示，截至 2 日 7 时，在完成统计的 97.7%的
选票中，泽连斯基得票率为30.2%，波罗申科得票
率为 15.9%。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得票率为
13.4%，无望超过波罗申科。

乌克兰总统选举于3月31日举行，39名候选
人参选。根据乌选举法，如在总统选举投票中无
候选人获得50%以上选票，则由得票率领先的两
名候选人经由第二轮投票决出最终胜者。新总统
应不迟于6月3日宣誓就职，任期5年。

近日成都航空公司开始执行 2019 年夏秋季
航班，国产飞机ARJ21新增4条航线。至此ARJ21
飞机已累计安全飞行超10000小时，投入运营11
架，运送旅客近32万人次。

据 ARJ21 飞机的规模化示范运营商成都航
空公司介绍，自 ARJ21 飞机首航以来，先后开通
了成都至长沙、合肥、上饶、上海、温州、舟山、济
南、哈尔滨等20多个城市的航线。目前成都航空
共接收11架ARJ21飞机投入运营，截至2019年3
月底，累计安全飞行超 10000 小时，运送旅客近
32 万人次。在此过程中，ARJ21 飞机各项性能指
标不断优化，航班量、航班正常率、航班收益水平
等指标持续提升，示范规模化运营取得重要进
展。

乌克兰外长克利姆金 4 月 1 日宣布，乌俄友
好、合作和伙伴关系条约（乌俄友好条约）当天到
期，条约正式失效。俄外交部已确认俄乌友好条
约4月1日失效。

乌俄友好条约由乌俄两国于 1997 年签订，
并于 1999 年生效。条约承认苏联时期划定的边
界，同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条约有效
期10年，任何一方如要更改或不再续签条约，须
在条约到期前6个月向另一方提交书面文件，否
则条约将自动延续10年。

去年9月，乌外交部向俄外交部递交废止条
约相关文件。同年12月，乌总统波罗申科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明确乌俄友好条约不再续签。

2014年3月以来，因克里米亚入俄和乌克兰
东部地区冲突问题，乌俄关系急剧恶化。据乌克
兰外交部统计，2014 年 3 月以来，乌俄间签署的
451项协议中已有44项被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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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木里森林火灾明火全部扑灭
30名救火英雄的烈士申报程序已启动

南沙大桥通车

国产飞机ARJ21
已累积安全飞行超1万小时

乌俄友好条约
4月1日已到期失效

总统波罗申科和演员泽连斯基
将进入乌总统选举第二轮角逐

奉化又添一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全国首个乡村曲艺工作站
落户慈溪天元村

绿色税制守护北仑青山绿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