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3.21 星期二

现代金报
XIANDAIJINBAO

宁波新闻

热线：66111111 网址：www.jinbaonet.com
编辑：王红光 版式：张靖宇 校对：颜琪华

A08

宁波市启动第五届道德模范评选
市民可向组委会推荐人选
“小壁虎”搞出大名堂
宁波两小学荣膺“全国攀岩特色学校”

记者昨天从宁波市文明办获悉， 第五届宁波市道德模范评选活动正式启
动，市民可以向组委会推荐道德模范人选。

□记者 樊莹

金报讯（通讯员 薛丛川 楼鸣 叶权 记者章
萍）昨日，中国登山协会公布第二批荣获“全国攀
岩特色学校”称号的22所中小学校名单，浙江省
有3所上榜，其中宁波有两所，分别是宁波市行知
实验小学、鄞州区实验小学。这也是宁波市目前仅
有的两所获国字号荣誉的攀岩特色学校。
鄞州区实验小学较早设立了攀岩项目， 随着
2015年学校斥资30万的室内攀岩赛道竣工投入
使用， 学校成为了当时省内少有的拥有室内攀岩
赛道的学校之一。
学校专门开发了攀岩课程并成立攀岩社团，
是鄞州区第一所将攀岩项目在校园内推广的学
校。除领队陆诚老师以外，还特地外聘了葛耀军、
章雪明两位专业教练。每天下午和每周一、三、五
的晚上，“小壁虎”们都在体育馆刻苦训练。
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攀岩队于2014年成立以
来，积极推进校园攀岩文化，先后组队参加了多项
赛事，取得“全国攀岩希望之星区域交流活动（华
东） 女子C组攀岩第一名”、“2016KAILAS攀岩
希望之星浙江省总决赛少年女子C组难度第一
名”、“浙江省第八届青少年攀岩锦标赛少年女子
C组难度赛第二名”等优异成绩。

设五类道德模范
据悉，第五届宁波市道德模范评选由市委
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为主办单位，并由主办单位成立“第五届宁波
市道德模范推荐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组委
会办公室设在市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工
作处，电子邮箱：nbhrtg@163.com。
延续以往的做法，此次活动将在“中国好
人榜”、“宁波好人”、“最美宁波人”和其他
各类道德建设先进人物中推荐评选， 并分设
“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为模范”、“诚实
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和“孝老爱亲

模范”5类。
其中，助人为乐模范标准：长期坚持帮助
无血缘亲缘关系的老幼病弱、 鳏寡孤独以及
其他困难群众等。见义勇为模范标准：在公民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挺身而出， 设法进行保
护和援救等。诚实守信模范标准：具有强烈的
诚信意识，从事生产活动坚持质量至上等。敬
业奉献模范标准： 具有崇高职业道德和敬业
精神，立足岗位，刻苦钻研，业务过硬等。孝老
爱亲模范标准：孝敬父母，长期悉心照料体弱
病残的老人等。

市民推荐截止3月底
根据评选， 第五届宁波市道德模范和提
名奖原则上各表彰10名， 其中每类各表彰两
名，每人只参加一个奖项的评选，已获宁波市
级以上道德模范称号的不再参加此次评选活
动。各区县（市）的推荐名额为每类人选1-2
名，五类推荐人选总数不超过5名。
市民要如何参与？记者打听到，接下来各
区县（市）文明办将公布联系人、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接受广大群众、单位
推荐参评人选。市民推荐截止3月底。

诚 聘（待业人员）
待 遇 ： 3000 元
上班时间：8：30 至 11：00
年龄：25 至 55 周岁，宁波当地优先

13805898209 李主任

物
业
27967777
厂房、仓库、餐饮、店铺
骆驼大型快餐店转 13906681865 郑
因孩子高考低价急转鼓楼大食堂
生意稳定 13386608939 李先生
海曙仓库厂房出租 13566628493
本人因特殊原因新饭店转让地段
佳证照全面积超千 15058297797

家 门 前 的 工 作

宁波锦威服饰招聘

1、时间自由（8：30 一 11：30）
2、岗位自选（经理、主任、职员）
3、待遇自定（1800 一 5000 元）
4.要求宽松（本地户口，性别学历不
限,35 到 65 岁）

技术科打样 1 名：要求三
年以上工作经验,懂报价,会算
料。 生产主任 1 名(女性)：要
求 3 年以上工作经验,熟悉整
个生产流程
联系：13586537919 魏

联系：15158310869 陈先生
地址：中山西路海光大厦 902 室
写字楼、商铺出租

1、 中信大厦 29 楼精装写字楼
185M 2 一套；550M 2 一套。 2、马
园路 169 号 6 楼精装写字楼 800M 2
丽园路、 气象路 518 号商铺 18
套出租。 联系：13081901628

古林 200m 2 厂房出租 18957450322

江北 500m 2 火爆大食堂转让价
格面议，电话 13566623555 郭先生
转让或承包慈溪 4 千平方新装
浴场 18968227188,18067259955
波波城边300仓库出租18668269299
会所转让或承包 13486650542

厂 房 出 租

招熟练汽车洗车工 13116689670

位于客运中心附近、机场路旁边。
有15000平方米厂房出租，价格面洽。

联系人:

翁先生 13806669529
项先生 15869366783

北仑小港厂房出租
二楼 6000 平，可分隔，7—8 元 /
平，大货梯，层高 8 米，采光极好，
可做轻工业，仓储、办公。 大货车
无限行。 电话：15356480228

商 务 酒 店 转
位于云南昭通市繁华地段，
100房间，盈利中，客源稳定。
电话：15208701429

注销公告

各区县（市）、市直机关工委将按照评选
标准和要求， 对群众推荐的人选进行条件和
资格审核， 对推荐的人选在其本人单位或所
在乡镇（街道）、社区（村）、部队营连级单位
以适当方式公示征求意见， 同时征求有关部
门意见。
按照时间表，4月中下旬， 由市活动组委会
办公室审核并提出初选名单后, 报请市活动组
委会审核。5月，拟以市委市政府发文表彰第五届
宁波市道德模范，并以适当方式开展表彰宣传。

招
生

聘
活

征婚交友
温馨提醒：因广告审查仅涉及《广告法》
要求的相关内容， 敬请应征者注意验查
对方相关手续，注意自我保护！ 本刊信息
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创业男孩 28 家境优 18268565376

社区婚介
★离异女 50 岁，有劳保，自营小
工厂多年，肤白大方，房二套，要
求男健康实在，性格好，地区条件
年龄不限， 尽快完婚， 委托
26901812
★丧偶不育女 72 岁，园林局退休，房
三套，显年轻，现寻找健康，性格好，
地区条件年龄不限， 见面可去女家
看，尽快生活在一起，委托 26901812

注销公告

女 57 真心找外地男 15158329504
女温柔漂亮事退交友 18358413692

求实婚介相亲免费 15558311858
女 63 事退找健康伴 13175900219
婚介 60 以上老年免费 26901812
本人商女 39 岁温柔贤惠家富裕
寻男重情顾家男 18805002971
本女单身 37 开厂有房 15606695836
本女 53 单身私企有房 13157486167
丧女 61 开厂有车房 15268443590
女 63 无孩找上门男 15867204954
本女 35 开厂有房征婚 17186640740

调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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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搬厂
喜乐搬家优 87778900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开心长短途搬家搬厂 87709899

二手旧货
你有旧货我都收 13505746027 郑

商

务

汽车购让中介
急购全顺商务轿车
面包车皮卡车货车13056903116

遗失声明
余姚市德创模钢有限公司遗失
核准号为 J3324008987501 的
开户许可证一份，开户行为：
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肖东支行，
账号为 20100016371071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明年宁波装配式建筑
要占新建建筑20%以上

金报讯（通讯员 吴培均 记者 樊莹）宁波市
下 发 《关 于 进 一 步 加 快 装 配 式 建 筑 发 展 的 通
知》。根据最新目标，到2018年，全市将实现装配
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达到20%以上， 跟上国家
和省里制定的发展目标。2020年 的 目 标 为 达 到
35%以上。
装配式建筑是指用工厂化生产的预制部
招
聘
品部件，在施工现场装配而成的建筑。以后，
本公司从事本地养老运营与
装配式居住和公共建筑可享受的优惠政策，
健康产业推广，因公司发展需要，
现招部门经理、主管、老年顾问，
包括质量保证金、 住宅物业保修金的计取方
本 地 退 休 女 性 优 先 ， 年 龄 40式、商品房预售许可、主体结构分段验收、公
65岁，双休，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电话：15990599393 刘经理
积金贷款等方面内容。
地址：海曙区天一豪景 A 座 705

宁波市鄞州横街宇栋金属配件
厂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鄞州分局 2011 年 1 月 1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一份，注册号：
330212605007897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金从利）遗失宁
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
14 年 10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一份，注册号：33021260
5065206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集士港泰果水果店
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5 年 11 月 12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30212
605075148 声明作废
宁波北仑龙速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公章号码 33020601
41929 声明作废
宁波东方亿达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宁波市北仑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5 年 10 月 16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1 份,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1280
XN,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6 年 06 月 15 日核发的宁
波波诺西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330212MA2826Y797 声明作废
本人遗失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
险保单发票流水号：01433822，
特此声明作废
丁道弘遗失出生医学证明一本，
编号：P330530369，声明作废
黄建国遗失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25 日核发的
注册号 91330211MA2822GW8Y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宁波御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江东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5 年 5 月 28 日核发的
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一份，编号
SP3302041510059099，声明作废
朗雄丽遗失精品预收收据 1 张，
金额 16000 元，编号 2747236
声明作废
宁波保税区果旺食品商行遗失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 年
4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1
份，注册号 330214600005021,遗失
宁波保税区国家税务局，宁波市
地方税务局保税区分局 2015 年
5月 6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
一份，纳税号 33012619750202311
声明作废
余姚市德创模钢有限公司遗失
核准号为 J3324008987501 的
开户许可证一份，开户行为：
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肖东支行，
账号为 201000163710712，
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
东分局 2012 年 7 月 23 日核发的宁
波宏祥物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号码：33020600007006
6，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问道企业有限公司国
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号码：33
0227316942096，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保税区久恒工贸有限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06292579-7，有效期：自 2013 年
3月 22 日至 2017 年 3 月 33 日，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遇美家具用品有限
公司遗失发票章，声明作废
余姚市德创模钢有限公司遗失
备案号 3302190212440 的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组，并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组，并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组，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
续。
续。
手续。
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九度印象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艺博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爱布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畅慧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鄞青汽车租赁发展有限公司

解散清算公告
余姚德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股
东会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决议解散
公司， 并于 2017 年 3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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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杏娣 邮编：315400
联系电话：13604748416
地址：余姚市阳明西路 68 号
余姚德裕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组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宁波咪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注册号：91330205MA281Q6028）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组，并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组，并 经股东会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本壹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仟万元减少至壹佰万元。 请债权人
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提出
续。
续。
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此公告。

宁波宏祥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巍林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咪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北仑区新矸兄弟网吧遗
失宁波市北仑地方税务局一分
局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各一份，纳税人识别号：3302
11197211150016 声明作废
宁波中浙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份，发票
代码：133021522506，发票号
码：01323968，发票金额：
80900 元，声明作废
宁波中浙物流有限公司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份，核准号：
J3320025173301，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西河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石石契衣加服装店遗
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石石契所 2012 年 4 月 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份，注册
号 330212603532347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集士港亮亮模具厂
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15 年 1 月 5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一份，注册号：3302
12605030193 声明作废
宁波江东七起网络科技咨询有
限公司遗失浙江省宁波市服务
业统一发票（万元版）25 份，
发票代码：233020975170，发
票号码：02325901-02325925，
声明作废
蔡海根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
注册号 330283607021305，声
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集士港腾信汽车修
理店遗失发票章一枚声明作废
奉化市金林金属制品厂遗失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3302836
05053588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字
330283084755418 声明作废

撤销注销公告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冰梅餐馆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23302060113764，遗失宁波
市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 330206604083653 声
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裘市社区卫生服务
站不慎遗失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正本）一份，登记号：Ｐ
ＤＹ60101833020512Ｂ2001，
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冰梅餐馆遗
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
Y23302060113764，遗失宁波市
北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330206604083653
声明作废。
余姚市吉米塑料电器厂遗失备
案号 3302190156549 的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王夫春）遗失宁波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鄞州分局 2010
年 8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一份，注册号 330212605016974
声明作废
余姚市牟山弘太橡胶制品厂注
册号 330281608027090 遗失宁波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 20
11 年 9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声明作废
余姚市美炎保温材料厂注册号
330281606086665遗失余姚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2 月 2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余姚万力有色金属材料城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
817562705378遗失余姚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2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定取消 2017 年 2 月 5 日 A05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组，并
版在《现代金报》上刊登的注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销公告， 同时解散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终止 续。
手续，继续经营。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美猴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江东天速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通知

解散清算公告

何瑞敏、李红成：你们于
2017 年 3 月 13 日至今一直未
到公司上班，也未到公司办理
任何手续，现请你在通知之日
起 3 个工作日内回单位办理相
关手续，否则我公司按劳动法
规解除劳动合同。
宁波日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正信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
决议解散公司， 并于 2017 年 3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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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华 邮编：315400
联系电话：13867820870
地址：余姚市巍星路 2 号
余姚正信税务事务所有限公司清算组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公告
个体工商户余姚早林园林机械经
营部， 注册号 330281605078889，
现拟转型升级变更为宁波早林家
居用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为有
限公司。 原个体工商户若有经营
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 仍由该
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承担。
经营者：邱伟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