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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被淘汰无碍里皮改造计划
10月将与欧洲强队热身 12月东亚杯中韩战成焦点
■本地新闻

篮球公益培训班举行

里皮将对国足继续改造
据媒体报道， 尽管国足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亚洲区12强赛中失去出线权，但主帅里皮并没有停
止打造中国足球的节奏， 为备战2019年东亚杯，中
国队从10月起将与比利时、威尔士等欧洲强队进行
热身赛。
根据中国足协制定的计划，在10月和11月，国足
将会进行四场热身比赛。报道称，“国足在12强赛A组
以3胜3平4负积12分的战绩位居第五， 无法出线。但
是自去年10月客场0:2完败给乌兹别克斯坦后，意大
利名帅里皮上任以来，以3胜2平1负猛追11分，国足
的提升是不争事实。所以他的执教能力得到了广泛的
认可，赢得了中国足协的充分信任。里皮改造国足的
步伐不因无缘世界杯而停止。”
在10月，国足将迎战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牙
买加队和海地队， 这两场比赛将在长沙和武汉进行，
这两个国足在12强赛的“福地”，将会成为国足冲击
下一届世界杯的起步地。在11月，国足热身赛对手的
档次陡然提升，将是比利时和威尔士队，这两场比赛
中的一场，最有可能在广州举行，而另外一场比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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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仓库、餐饮、店铺 奉化市昭荣文具制造厂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30283
500平方大食堂转让 15058865917 605052464，声明作废
汽车修理厂转让 13071935615
奉化市昭荣文具制造厂遗失税
搬家搬厂
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330283
L70223931，声明作废
喜乐搬家优 87778900
奉化市昭荣文具制造厂遗失财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务专用章 3302240069218，公
二手旧货
章 3302240069217，声明作废
厨房空调一切旧货 13065896255 宁波市永辉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收家具床办公用品 18358415826 遗失社会保险登记证正副本
你有旧货我都收 13505746027 郑 奉化市东林渔业开发公司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14
征婚交友
488357-8，声明作废
乐缘婚介免费相亲 13184322839 奉化市东林渔业开发公司遗失
税务登记证正本，证号 330283
遗失声明
144883578，声明作废
提单号 SCSZ17071364NBXG
船名 YM COSMOS 航次 V.133 宁波市鄞州昶岳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
W 丢失正本一份声明作废
宁波前程能源有限公司
号 330227308947532 声明作废
宁波江东宁东现代大师涂料商 宁波市鄞州龙观塔山坪水果园
行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鄞
江东分局 2014 年 10 月 10 日核发 州分局 2013 年 9 月 12 日核发的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12
04602111936，遗失税务登记
606048599，声明作废
证副本，税号 36232419840822
4831，声明作废
宁波市鸿业建筑基础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
码 75036030-4，有效期自 2014
求租北仑地区、 集士港周边 年 9 月 16 日至 2018 年 9 日 15 日，
厂房，6000~12000 平, 其中一楼至 声明作废
少 2000 平以上， 且层高不低于 6
米。 电不低于 400KVA， 整洁、干 遗失华泰财险保险有限公司交
强险标志流水号为 1190031008
净。 交通满足集卡车进出。
联系电话：13566315122 成小姐 声明作废

求 租 厂 房

营业中大型中餐店转让

转

在南京或者上海进行。 在最新的FIFA国家队排名上，
比利时高居世界第9。比利时队日前客场2:1击败希腊
队，提前两轮锁定小组第一，成为欧洲区首支通过世界
杯预选赛晋级俄罗斯世界杯的球队。 在本次世预赛欧
洲区比赛中，比利时队在已经结束的8轮比赛中取得了
7胜1平的不败战绩，共打入35球。
媒体称，这四场比赛，对于里皮来说，是检验新人
的最好时机。此前的12强赛，国足是本小组中平均年龄
最大的队伍，为了迎战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的挑战，吐
故纳新势在必行。
国足将参加12月在日本进行的东亚杯比赛。2017
东亚杯赛程日前正式公布， 比赛将于12月8日开赛，比
赛仍分为男子组和女子组，参赛球队除东道主日本外，
还包括中国、韩国、朝鲜。历史上，中国队曾2次夺得东
亚杯冠军。男子组比赛将于12月9日开赛，国足首战韩
国，12月12日对阵东道主日本，12月16日末战朝鲜。今
年3月的12强赛，国足曾在主场1:0战胜韩国队。届时
将是韩国主帅申台龙上任以后， 首次与中国队碰面，
“这场中韩战的胜负成为焦点。”
本报综合报道

让

李惠利医院附近大型广场内，
海曙轻纺城 600 平大
面 积 共 1000 平 方 （二 楼 和 三 食堂。 证照齐全，装修新，营
楼）。 半年前精装修，经营状况好。
现因业主另有发展，欲转让，详细 业中。 低价转让，价面议。
面谈。 周女士，136-1588-8341 联系人：13957431163 陈先生

宁波欧迅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安乐馨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30215000067517；税务登记证
正本，证号 330207079219055；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079219055；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安乐馨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起航展览器材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 3302240080709 声明
作废
奉化市鼎天建材商行遗失公章
3302240030122，财务章 33022
40030123，发票章 3302240044
628，声明作废
宁波滕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章 3302240058572 声明
作废
曾广文遗失 2015 年 4 月 1 日开具
的收款收据，收据号 SK-15
044001595 金额 9900；SK-1
504001588 金额 100，声明作废
奉化市轩妮服装店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各一本注册号 330283
602062899 声明作废
慈溪市浒山煜超日用品店遗失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慈溪分
局 2012 年 9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3302826061
41117 声明作废
慈溪市浒山志龙鞋店遗失慈溪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6 月
26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0282
MA29255N3T 声明作废

撤销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
取消 2016 年 6 月 24 日在《钱江
晚报》上刊登的注销公告，同时
解散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
一、商业街区保安主管：1 人，男，45 周岁以下，宁波户籍，身高 理工商终止手续，继续经营。
特此公告
175 以上，大专以上学历，有 3 年以上安全保卫主管工作经验，持
宁波祥庆贸易有限公司
有保安上岗证或消防上岗证；退役军人优先；无任何不良社会记

和 信 物 业 诚 聘

录；单休，工资：5200 元，交社保，另有年底考核奖金。 工作地点：
江北区人民路（外滩二期）。 二、商业街区保安：20 人，男，45 周
岁以下，身高 1.75 米以上，身体健康，容貌端正。 无任何不良社会
记录；工资：3700-4000 元，交社保，另有年底考核奖金。工作地点：
南塘老街、江北区人民路（外滩二期）。三、商业街区夜班维修工：
1 人，男，50 周岁以下，浙江省户籍，初中以上学历，持有电工上
岗证，3 年以上物业维修工作经验。 单休， 工资 3800 元 + 餐贴
300 元，五险一金，另有年底考核奖金。 工作地点：南塘老街。
（面试地址：解放南路 333 号 2 楼，面试电话：87711137）

撤销注销公告

金报讯（记者 邹鑫 摄影 记者 贾东流）昨
晚，宁波市全民健身公益技能篮球培训在老年体
育活动中心综合馆举行。浙江纺织服装学院篮球
教练常洪彬给社区、企业的业余篮球爱好者上了
一节生动的篮球课。
今年年初，宁波市体育局推出公益技能培训，
根据宁波市民的需求举办公益培训班。这个平台
不仅让大家更多参与到体育健身中来，也让大家
更科学健康的健身，接受专业的指导。
昨晚， 篮球公益技能培训聚集了来自石碶街
道、宁波卷烟厂、皇家骑士俱乐部三支篮球队伍，
五十多名队员。培训一开始，常洪彬先让大家来
场友谊赛，进行水平摸底。“大家水平都算是业余
里中上游的，位置感很明确，进攻上的组织和防
守整体性都不错，但在对手的判断上需要有针对
性的指导。一场相等水平的比赛，有专业教练指
导比没有的获胜概率多1/3。”常洪彬说。
目前， 今年宁波市全民健身公益技能培训已
在全市各类学校、各大体育馆和各类企事业单位，
分别针对青少年、成年及老年人举办了游泳救生、
篮球、足球、乒乓球等15个项目的公益培训，受益
群众近万人。

常洪彬指导学员

宁波市鄞州巨峰压缩机厂遗失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73
211455-6 声明作废
慈溪市恒渊汽车配件厂遗失慈
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2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
2551110169J 声明作废
余姚市万胜市场投资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各
1份，代码为 30891292X，有
效期为 2014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6 日，声明作废
余姚市香榭丽舍田园软装馆遗
失备案号 3302190175089 的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奉化市瑜瑜小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330283602060924
声明作废
王淑斐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330283602094451 声明作废
宁波康鸿纺织品有限公司遗失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鄞州分
局 2013 年 7 月 8 日核发注册号为
330212000249161 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宁波大榭开发区咏乐汇娱乐中
心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大榭开发区咏乐汇娱乐中
心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大榭开发区分局 2013 年 03 月 11
日核发注册号为 330216600018
538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33260319
750804031301,卫生许可证正
副本，证号:浙卫公证字（20
13）第 330207N00002 号,娱
乐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 k
201301,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益源建材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6 年 12 月 30 日核发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33020357365054
5R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古林嘉苑商务宾馆
遗失卫生许可证，(浙 )卫公
证字（2011）第 00017 号，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佳吉电器配件厂遗
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各一
本，声明作废
余姚市爱黛皮具饰品店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余姚市锦弘汽车修理厂注册号
330281602093619遗失宁波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 2013
年 04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一本，声明作废余姚市锦
弘汽车修理厂 2017 年 09 月 14 日
宁波市鄞州凤凰宝艺教育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遗失中国农业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份，核准号
J3320023137101，声明作废
父亲林静云，母亲孙伟华，孩
子本人林家菁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证号 O330059029 声明作废
慈溪市博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公章于 2017 年 9 月 8 日遗失，编
码：3302820026214 声明作废
慈溪市伊丰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本代
码 55454010-5 有效期自 2014 年
12 月 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7 日
声明作废
奉化市华鑫水玻璃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遗失公章 3302240011
659，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通 知

经董事会决议，将注册资
方剑同志， 自 2017 年 8 月
本 由 7900 万 元 人 民 币 减 至 16 日起你未来单位上班， 旷工
1118 万元人民币， 并按有关 已连续达 10 天以上， 公司将按
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规定作违纪解除劳动合同处理。
特此公告
宁波宇达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奥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017 年 9 月 14 日

注销公告

宁波市江北鸿木木业有限公司
遗失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330205074936485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夏伟家电维修部遗 慈溪市宗汉小百灵印刷厂遗失
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9 年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4 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宁波市鄞州大熊机械有限公司
本注册号:330282000090664；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号码
国税、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330212000314010，声明作废
，号码 330282764522810；组
宁波天胜鸿达信息科技工程有 织机构代码证书正副本，代码
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75452281-0，声明作废。
税号 330206091912055；遗失单
位名称为宁波天胜鸿达信息科 宁波科元天富投资有限公司
技工程有限公司代码证号 8919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1205-5 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副 宁波市海曙友锅卤虾餐馆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
本，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阿凡达再生资源有 23302030101012 声明作废
限公司遗失核准号 J332001871
邬迷奶遗失 E200L 定金收据
0601 银行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一份，编号:2750292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银球汽车附件厂遗 遗失邬彩飞法人章一枚，声明
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作废
局 2016 年 03 月 02 日核发的营业
遗失平安保险公司商业险批单
执照副本 9133021275037868
流水号 ECC010001172900002
69 声明作废
779 声明作废郑铭
宁波圣汇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税
宁波亚虎进出口有限公司遗失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3302055
由环捷国际货运代理（上海）
95388306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首南吉成房产信息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出口的货
服务部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 代提单正本提单号 17NGBH
监督管理局 2013 年 01 月 08 日核 002849 船名航次 CMA CGM
MARCO POLO 229FL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LOBA134952 声明作废
330212609028159 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区嘉记熟食店遗失
解散清算公告
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 SP330203
余姚腾鑫电子有限公司全体
1450046456 声明作废
股东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决议解
慈溪市伊丰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散公司，并于 2017 年 9 月 13 日成
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慈 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
溪分局 2010 年 12 月 17 日核发的 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302
联系人：李义林
82000142298 声明作废
联系电话：15070351659
奉化市伟明电炉厂遗失开户许 地址：余姚市低塘街道芦城村庙后
可证 J3326000123201 声明作废 桥 19 号 2017 年 9 月 14 日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255 号中宁大厦 1501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经股东决定， 本公司决
经股东决定， 本公司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手续。
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高新区金慧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沃帮买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本企业决
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
经股东决定， 本公司决
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
定取消 2017 年 8 月 1 日在《现代
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决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
金报》上刊登的注销公告，同时解
散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 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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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续。
注销手续。
注销手续。
商终止手续，继续经营。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汇金东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市北仑霞光船舶代理有限公司

宁波瀚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碧丘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金石机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