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4.21 星期五

XIANDAIJINBAO

宁波新闻·都市

热线：66111111

网址：www.jinbaonet.com

编辑：胡旭 版式：许明 校对：颜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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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学生创新创业博览会昨日举行

摆摊的青涩在校生其实都是老板
你可别小看他们，这些校园企业基本上是赚钱的
昨天，一场以“‘智’绘青春‘创’赢未来”
为主题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博览会在宁波大红鹰
学院举行，涉及电商、传媒、品牌设计、机电、智能
家居等20多家学生创业企业在现场摆摊，向前来
参观的师生、企业介绍自己的产品。有意思的是，
这些校园企业基本上在赚钱了，其中一家文创公
司连接两个形象设计的百万大单。
□通讯员 王轶群 记者 章萍

博览会上摆摊的在校生
个个都是老板
昨天，在摆摊的都是青涩的小伙子小女生，他们基本
上出生在1995年前后，却个个都是老板了。
未见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王子康， 丽水人，
出生于1995年，他是艺术与传媒学院视觉传达系2013级
学生。
“我大二就开始创业了。”王子康说。最开始的时候，
他就是接接小单子，零零星星地赚了点钱。不过，靠着作
品，他和小伙伴逐渐得到了认可。2016年年初开始，他的
生意突然好了起来，原本三个人的小团队根本忙不过来，
于是在学校支持下，他们又招募十多个小伙伴。去年他们
承接了上海杨浦文化云的项目， 是近百万元的生意，“我
们就是靠作品赢得了机会， 客户都是老客户介绍的。”前
段时间，宁波一家有名的西服品牌找到了他们，希望他们
帮助做形象设计。“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担忧过，毕
竟我们是学生， 不过看了作品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王
子康说，他们还是拿下了这家公司的百万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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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吸引了不少师生和企业前来参观

通讯员 陈嘉昌 摄

他们成功的背后，有着强大的“靠山”
这些摆摊的在校生， 为什么都那么牛呢？原
来，宁波大红鹰学院专门设立了一个商业模式实
验室（BM-Lab），专门对接各类资源为创业的学
生们“打工”。
它不仅为创业学子免费提供场地， 还实行
全程帮扶和一站式服务：成立人才猎头公司、提
供财务咨询和公司孵化， 并对接政府创投基金
和创投机构， 聘请企业家和风投家担任创业顾
问，为创业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订单式服务，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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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置云贸易有限公司遗失组
厂房、仓库、餐饮、店铺
招商合作
织机构代码证书正副本，代码
金山路江北高速路出口右侧 手工活外发加工
05380755-3，有效期：自 20
2
宁波市企协大厦 6 层一号 500m
12 年 9 月 21 日至 2016 年 9 月
本厂有大量电子产品，外发组
二号 600m2 价格面议 13586518138 装，简单易学，现金结算加工费， 21 日，声明作废
地段好 57 间宾馆转 13395886786 欢迎来厂考察。 13381550689 钱 宁波浩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
调查咨询
汽车 购 让 中 介
036471001 开户银行宁波市市
神洲调查 87289267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庄桥信用
急购全顺商务轿车
民事取证、商务、打假、寻人
社，账号
201000149231031，
面包车皮卡车货车 13056903116
宁波人自己的老牌调查公司
声明作废
招聘求职
李纪秋香悦花苑 9 幢 17 号 204
二手旧货
室，房源编号 F330212201700
厨房.空调.办公用品 13065896255 招品牌糕点学徒、营业员、 00625 申报表，税收缴款书
你有旧货我都收 13505746027 郑 经理若干名 18768543952 50399283，遗失声明作废
高价收一切旧货 13736100387 江 聘营业员数名面议 15869358836
宁波市金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搬家搬厂
诚 聘
众邦汽修是国家一类企业，招聘如下： 父亲吴静波，母亲范桑桑，孩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厂长：相关经验 10 年以上，有一定业 子本人吴雨汐遗失出生医学证
喜乐搬家优 87778900
务或关系。
明，证号 O330929748 声明作废
技术负责人：相关经验 10 年以上。
开心长短途搬家搬厂 87709899
裘世财遗失 AMG—GT 定金 10000
机电维修师傅：相关经验 8 年以上。
元收据 1 张编号 1724074 声明作废
机电维修中工：相关经验 5 年以上。
以上人员必须有驾照，能吃苦耐劳
慈溪市桥头君达色母粒店遗失
地址：江北大庆北路 564 弄 35 号 133 幢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302
鄞州区育王三墓园是民政 电话：87628939 或 13777069148
部门批准合法永久经营性墓园，
22198106214990；遗失公章 33
位于育王寺对面。 价格亲民，最
02820199975、财务专用章 33
低一万，款式齐全，服务周到。 公
02820199976、法人章 330282
位于奉化尚田镇甬临线旁， 土地 0199977、发票章 3302820205
交车 155、162 阿育王寺站下，或
地铁一号线宝幢站下。
36 亩，厂房面积 6000 平方左右。另尚田 676 ，声明作废
预约电话：88339061
镇开发区 4 亩土地厂房 2500 平方出 宁波市鄞州邱隘伊闲足浴店遗
市区办事处：87703845
网站：www.yuwanggongmu.com 售，价格面议；另有 30 亩左右土地转让。 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6 年 03 月 07 日核发的个体
由于本公司业务发展需 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要，欲找 2 个机械加工厂配套 330212601072755，声明作废
现转让品牌咖啡厅楼下 企业， 必须有精密加工中心， 宁波嘉上不锈钢有限公司遗失
新装盈利大食堂， 面积 400 左 设备数量不少于 10 台， 望有 宁波市鄞州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右，转让，承包或合作即可！ 接 意者与我司生产经理联系
2014年 4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
联系人：乔经理
手即可营业
照正本，注册号:3302120000
手机号码：15088818418
13957800588 张先生
28123，声明作废
宁波科迈德阀门有限公司遗失
宁波科迈德阀门有限公司遗失
遗失声明
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正副本，代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宁波玉筹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核
码 31680453-1，有效期：自 20
9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准号为 J3320029986001 的
14 年 9 月 25 日至 2018 年 9 月 24
注册号:330215000097638
银行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日，声明作废
声明作废

墓 地 出 售

厂房出租出售 13105580828

新装快餐店转让

补啥……
“创业说起来简单，实施起来挺难的，商业模
式实验室就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帮助我
们。”一位创业者充满感激地说。
为什么要打造一个这样的商业模式实验室？
该校商业模式实验室负责人葛云锋老师说， 现在
想创业的学生越来越多，但缺乏有效的指导，容易
失败，商业模式实验室就是陪伴创业者共同成长，
让他们少走弯路。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255 号中宁大厦 1501

宁波科迈德阀门有限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副本，号码为 33
0207316804531，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联丰壹号公馆餐饮娱
乐有限公司遗失宁波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海曙分局 2011 年 9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330203000139909 声明作废
平阳县恩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35002682901声明作废
宁波北仑红颜特日用品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区亲亲袋鼠教育培
训学校遗失宁波市鄞州区民政
局 2012 年 7 月 2 日核发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一本，证号：鄞
民证字第 040350 号，代码：
551101537 声明作废
宁波市建昌不锈钢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江东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6 年 5 月 25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4677694569N，声明作废
朱柯艇执业证遗失，编号 02000
333020080002015000971 声明作废
杜罗德遗失宁波江北万达广场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装修押金收
据。 收据编号：0004225；金额
20000 元；声明作废
李东东遗失宁波江北万达广场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装修押金收
据。 收据编号：0004326；金额
5000 元；声明作废
余姚市张洪来五金厂注册号 3302
81606051632 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余姚分局 2011 年 10 月 21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宁波端宏贸易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章（简云兰）一枚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集士港品纺家纺店，
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鄞
州分局 2014 年 4 月 15 日核发的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一份，
注册号;330212605060550，
声明作废

宁波甬阳石化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法
人：蒋可煌），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万恒通讯设备有限
公司天一分公司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330203MA282K9K4R 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欧吧鸡餐饮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奥特克自动化系统
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号码：3302275736574
48，声明作废
裘世财遗失预收车款 100000 元
收据 1 张编号 2627292 声明作废
余姚市龙耀灯饰经营部遗失余
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9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330281605097453
声明作废
宁波联捷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柯瑞遗失太平洋产险公司商业
险保单单证流水号 CFBA160
6330233，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石石契恒彬石材经营
部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33742001开户银行：
宁波银行明州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高桥医药零售有限
公司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正本
编号：SP3302271410162622
声明作废
宁波晶海工贸有限公司遗失海
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编号
310420171049983773-L01，
金额 125122.38 元声明作废
宁波奉化风华汽配贸易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码 33
02240022886，声明作废
宁波市新世纪叉车有限公司遗
失社会保险登记证正本，编号
33020444005327声明作废
宁波泰盛石业有限公司遗失社
会保险登记证副本，编号 330
2274406248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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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艾儿珐幼儿
启蒙咨询服务部遗失公章 1 枚，
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市江北甬新经贸有限
公司公章 1 枚，编号:33020500
03051，声明作废。
宁波江东宁东美丽之花美容院
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
东分局 2013 年 5 月 3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302
04602083620，声明作废。
王海涛遗失职业资格证书，职
业（工种）及等级：企业培训
师 三级证书号码：16110200
00300980，声明作废。
上海盘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余
姚分公司遗失备案号 3302190
198960 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上海盘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余
姚分公司遗失备案号 3302190
198961 的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新石契五分钟饮品
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33
020619861202034701 声明作废
余姚市君豪建材商行遗失余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2 年 06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330281608032251 声明作废
戴懿（女)遗失宁波市宁大附属
医院签发的《出生医学证明》一
份，出生证号码:C330335023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鄞江大家磁铁厂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份，核准
号 J3320019358301，开户银
行：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
高桥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鄞江大家磁铁厂遗
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5 年 07 月 0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
12606026260，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浅舞餐饮店遗失宁
波高新区工商局 2016 年 10 月 25
日核发注册号为 330215600067
555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方元三维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 2014 年 6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副本各 1 份，注册号：
330215000085925 声明作废
郑州达喀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遗失宁波市市场监
督局 2016 年 07 月 1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30201309009492X
声明作废
余姚市鼎坤建筑工程队 2017 年
4 月 14 日遗失公章一枚，号码 33
02190170436，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
失而复得，同时当天刻制新公章
一枚，如有在 2017 年 4 月 14 日前
未完成的合同资料，加盖新公章
和法人签名有效，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

清算解散公告

慈溪市浒山雅媛色彩工作
室股东已决定解散本公司，公司
成立清算组，对公司债权、债务进
行清算。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45 日内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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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溪市浒山雅媛色彩工作室

余姚市新东苑塑化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
决议解散公司， 并于 201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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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森忠 电话：13805806038
地址： 余姚市新建北路 330-2 号
（塑料城 7 号楼） 邮编：315400
余姚市新东苑塑化有限公司清算组

解散清算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
余姚市奥邦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股东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决定
解散公司，并于 201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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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一庆 电话：13862833538
地址：余姚市三七市镇二六市村市
场路 22 号 邮编：315400

宁波高德利智贸易有限公司
股东会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决议
解散公司，并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注册资本由 200 万元人民币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减到 20 万元人民币， 并按有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吕杨电话：13958387621
注销手续。
注销手续。
注销手续。
注销手续。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地址：余姚市余姚中国塑料城国际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商务中心 1 幢 239 室 邮编：315400
宁波众泰众创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麦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宁波极达环宇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佩尔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东申陈贸易有限公司 余姚市奥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清算组 宁波高德利智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减资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经董事会决议，本公司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注销手续。
注销手续。
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奉化市贡磊石料加工有限公司
宁波浩淼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宁波勤鑫制衣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
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注销手续。
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恒昌天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宁波信福达贸易有限公司

合并公告（吸收合并）
根据得力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博达元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合并协议，两
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合并，得力集团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宁波博达元泰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宁波博达元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解散注销。 合并前得力集团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 21500 万元， 宁波博达元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
元，合并后得力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2000 万元，宁波博达元泰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的资产归得力集团有限公司所有，所有债权债务由得力集团有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博达元泰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