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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优秀基层业余文艺团队汇演举行

民间舞台同样“卧虎藏龙”
■篮球

美国大学篮球爆出丑闻
四名助教被指控涉嫌收取贿赂

汇演节目器乐合奏《渔港乐》
金报讯 （通讯员 陈敏健 记者 吴丹娜 摄影
记者 贾东流）昨晚，由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主办，宁波市文化馆承办的“2017宁波市优秀基层
业余文艺团队汇演” 在镇海大剧院举行。 越剧、舞
蹈、模特走秀等节目轮番上演，来自海曙、鄞州、北
仑、象山、余姚等10余个县（市、区）的15支文艺团
队为市民奉上了一场精彩的综艺晚会。
舞台上，烟雨蒙蒙，江南女子婀娜的舞姿看上去
很专业……如果不是演员自我介绍，你绝对想象不
出这是一群平均年龄50岁的阿姨所跳。宁海县杜鹃
芳华舞蹈队成立于2011年，目前有30名队员，年龄
从20岁到60岁不等，因为热爱舞蹈，她们相聚在一
起。41岁的葛爱琴在接受金报记者采访时说， 因为
工作生活，大家平常都很忙，所以只能挑业余时间
排练，有时候甚至是凌晨4点排练。从零基础练到现
在参加大大小小省里市里的比赛，金奖都拿了好几
个，“以前因为经济限制，我们这一代放弃了很多爱
好，现在吃穿不愁，我们想为自己活一把。跳舞除了
锻炼身体，还能愉悦身心，缓解生活压力，有时候我
们真的跳着跳着就忘记自己的年龄了。”
象山县石浦延昌民乐队是一支有着百年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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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聘船员年薪约 10 万 18658429280 奉化市安康门业经营部遗失合
同章 3302240016755 声明作废
招危险品驾驶员 2 名（包吃包
宁波海曙忆味饮品店遗失公章
住、待遇优厚）13506698168 沈
一枚声明作废
厂房、仓库、餐饮、店铺 宁波市子涵职业培训学校遗失
长丰盈利中饭店转让 15968355079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森之美家具有限公司遗失
小港桥头严独栋一楼 1000m2 混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302
砖厂房办公 + 仓库 13957861081 83000129143；公章：编号 330
大明唐宾馆低价转 15258196998
2240070321，声明作废
500平方大食堂转让 15058865917 宁波劲嵩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
二手旧货
0212000386081，声明作废
收家具床办公用品 18358415826 宁波江北逸一新塑料制品厂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侦探调查
66558444-2，声明作废
宁波江北众仁机动车驾驶员培
神洲调查 87289267
训学校江东办事处遗失宁波市
民事取证、商务、打假、寻人
工商行政管理局江东分局 2008
宁波人自己的老牌调查公司
年 10 月 7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本
搬家搬厂
一份，注册号为 330204000031
189，声明作废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宁波江北众仁机动车驾驶员培
喜乐搬家优 87778900
训学校江东办事处遗失地税税
征婚交友
务登记证正本一份，号码为 33
征婚交友免费介绍 15606695776 0204681052307，声明作废
章美玲遗失联丰菜市场素菜摊
乐缘婚介免费登记 18367420870 位保证金收据，收据号 1322854
金额 2000 元，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集士港鑫佳机械配
件厂遗失个体户营业执照正、
墓园属民政部门批准永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
久性公墓，位于育王寺大门南 0203MA2842J9XH，声明作废

宁波市育王三墓园

民乐队， 队长陈永国今年67岁，“最早第一代的民
乐队的前辈是从福建泉州迁居到象山石浦定居
的，到我手里乐队已是第三代，往下还有第四代。
队员最年长的80多岁，年轻的40多岁。现在民乐队
有20名成员， 分别会笛子、 二胡、 琵琶等各种乐
器。”因为历史悠久，民乐队在当地很知名，村里时
不时都会邀请他们前去演出， 部分队员像陈永国
甚至还登上过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昨天，民乐队演
奏的是器乐合奏《渔港乐》，陈永国介绍说，“我们
没有曲谱， 老前辈们留下来的一百来首曲目都记
在我们脑子里。”
宁波市文化馆副馆长黄祖培在接受金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随着一人一艺的普及和推进，基层业
余文艺团队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生态链。 如果说前
期普及培训是“一人一艺”的塔基，那这样的文艺
汇演就是“一人一艺”这个建筑的中间部分，“这
次汇演， 我们邀请了文化馆的专业老师对他们进
行评估，比如综合性的艺术团，我们将分四星五星
进行评定， 让这些基层的演出团队有一个平台展
示的同时，明白自己还有多少上升空间，帮助他们
进行水平的提高。”

因本人保管不善不慎遗失宁波
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
码：3302154350，发票号码：
00222262，购买方名称：成兴，
金额：276813.00 元，声明作废
宁波雅希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东车酷芭二手车经纪
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3320022092402，开户银
行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高桥
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宁辉家电制冷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明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遗
失统计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奥利奇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330215000018035；税务
登记证正本，税号 3302016950
9038X，声明作废
宁波科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车缘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33
0215000096485，声明作废
宁波快驰工坊汽车维修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330205000133341 声明作废
宁波保税区创丰昕文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遗
失公章 1 枚（3302060199421
），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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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甬锋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面100米 （过铁路）， 价格亲
股东已决定解散本公司， 公司成立
民，最低价一万，款式齐全。 来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清算组， 对公司债权、 债务进行清
必接送， 公交 155、162、750、
算。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756、758、759、育王寺下车，或
知之日起三十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
轻轨一号线宝幢站下车。
手续。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
预约电话：88339061
特此公告
申报的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注销公告

市区办：87703845

宁波鸿亚南星商贸有限公司

美国大学生体育 协 会 (NCAA) 男 篮 近
日爆出丑闻,有四名大学篮球助理教练
被指 控 涉 嫌 收 取 贿 赂 , 从 而 影 响 学 生 未
来对于大学、 经纪人甚至赞助商的选
择, 著 名 运 动 品 牌 阿 迪 达 斯 的 一 位 高 管
也涉案。
这四名教练分别是奥本大学的珀森、
亚利桑那大学的理查森、 南加州大学的
布兰德和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埃文
斯。 不仅阿迪达斯的篮球商品全球市场
营销总监加托被起诉, 此外还有五位经
济顾问或经理人涉案其中。
根据检方披露的材料, 教练拿到贿赂
后,会对一些学生球员施加“巨大影响”,
从而左右他们对于经济顾问、经纪人的选
择。以珀森为例,他曾经在NBA打过13个
赛季,效力过五支球队。他被指控在去年
收受贿赂达9万多美元, 以帮助某些经济
顾问影响有潜质的学生运动员,使这些运
动员未来进入NBA之后同这些经济顾问
签约。理查森也曾收取两万美金,他凭借
自己的影响力,使学生运动员选择去亚利
桑那大学打球,布兰德和埃文斯涉案的缘
由也基本类似。
NCAA主席埃默特严厉谴责了这起贪
腐案。他说:“教练对于学生运动员及其家
庭而言本应是最值得信赖的人。这些指控
如果是事实的话,将会对这种相互信任产
生很大的伤害。”
加托和涉案的经济顾问则涉嫌向一些
高中运动员的家庭输送利益,保证他们毕
业后可以进入一些阿迪达斯签约的大学
上学,并在成为职业篮球运动员后同该运
动品牌签约。 阿迪达斯称对此毫不知情,
并表示将全力配合调查。
据新华社电

QQ： 2598766662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255 号中宁大厦 1501

施夏莉遗失鄞州区高桥镇轨道
交通一号线及甬梁线改造工程
建设房屋拆迁调产安置补偿协
议一份，声明作废
陈超遗失导游证，IC 卡号
D-3302-802700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擎天网咖网吧有限
公司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副本
SP3302271410164226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东钱湖信达中建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不动产发票一
份（第二联与第三联）。 姓名
朱玲飞，发票代码 3302161350
，发票号码 00085989，金额
71990 元，特此声明。
宁波市溢泽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遗失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 05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 91330282MA290WYP70，
声明作废
宁波中基惠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遗失哈其德（上海）国际货
运代理有限公司正本货代提单
三正三副一份。 船名 / 航次
COSCO NETHERLANDS
019W 提单号 CNNGB01
82701728，签发日期
2017-09-19 声明作废
余姚市鹿亭大方桥农家乐饭店
注册号 330281600171582 遗失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
局 2012 年 06 月 26 日核发的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今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保单一份，流水号为
33021600474477，保单号为
PDAA201733020000106642，
声明遗失作废！
徐明遗失浙江省医疗门诊收费
票据，票据代码为 31111，存
根联一份，号码为 1657146126，
金额为：140 元，声明遗失。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医院
宁波花匠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一份，核准
号 J3320044800301 开户银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声明作废。
宁波江东宁东牧渔寿司店遗失
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 10 月 14 日核发注册号
为 330204602112126 的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钱宏春遗失一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证书，专业:市政公用工程，
证书编号:0113110，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洪塘亿佳建筑设备
租赁站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江北分局 2011 年 03 月 03 日
核发注册号为 3302056000245
25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江北凯胜自动门工程
有限公司车牌号为浙 B1QW33
商业险保单及发票一份，流水
号 PCC010013162900065668
保单号 12913003980073755439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酷漫一线游艺厅（
普通合伙）遗失宁波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鄞州分局 2012 年 11 月
21 日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330212000320159 声明作废
奉化市山珍轩海鲜排档遗失营
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8360
7048092 声明作废
宁波泰石克工程机械租赁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备案号 33021902
15279 的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颜莹莹遗失湖州师范学院毕业证
书号 103471201705000464 学位证
书号 1034742017000464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派菲特减震器有限
公司遗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4 月 26 日核发营
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793003753B 声明作废
遗失国网英大保险公司商险单
1212705222017003736YD
流水号 0001711624 声明作废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遗失保险委托代
理合同共 14 份，编码为 I8679
004940，I8679004971，I86
79004972，I8679004976，I
8679004982，I8679004989，
I8679004998，I8679005001
，I8679005014，I86790050
94，I8679005095，I867900
5104，I8679005600，I8679
005602 声明作废

撤销注销公告

解散清算公告

撤销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 本公
司决定取消 2016 年 5 月 11 日
在《钱江晚报》上刊登的注销
公告，同时解散清算小组，并按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终止手续，
继续经营。
特此公告
宁波市北仑曼陆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甬锋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宁波安密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股东会于 2017 年 09 月 29 日决议解
散公司， 并于 2017 年 0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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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保顺 电话：13081994455
地址：余姚市凤山街道同光村
邮编：315400
宁波安密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清算组

经股东决定， 本公司决定
取消 2016 年 8 月 25 日 A13 版
在《现代金报》上刊登的注销
公告，同时解散清算小组，并按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终止手续，
继续经营。
特此公告
宁波同创精密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佰瑞制衣有限公司遗失 2 份
提单 PO#7156503312,GA
LICIA D/001E,R2R0
382489 签发日 09/21/17，
PO#7156503350，PAXI
/737N,R2R0382910，签
发日 09/21/17，声明作废
李梓涵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O330015103 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区骆驼佳韵日用品
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330211196607101021声明作废
林文俊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证号 I330101302 声明作废
宁波伟洋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码为 33020601564
09，声明作废。
宁波伟洋贸易有限公司遗失于
2016年 01 月 06 日核发的注册号
为 91330206MA281D8Y84 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宁波鄞州豪睿达汽车配件有限
公司遗失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企业名称预先核准【2017】第
330227635737 号声明作废
慈溪市皓越电信设备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33
25000011702 开户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慈溪市支行声明作废
浙江处州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遗失慈溪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2015 年 5 月 8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3302
8200031724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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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渔具（宁波）有限公司股
东会已决定解散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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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好渔具（宁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