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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放话将继续参选总统
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在下诺夫哥罗德
说，他将参加定于2018年举行的俄总统选举。

韩国总统文在寅本月访华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6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
平邀请，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12月13日至16日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美欲为宇航服装“回家”按钮
对任何宇航员来说，在太空行走任务中“搁
浅”都是一件可怕的事。现在，美国研究人员正在
研究一种“带我回家”按钮，只要启动它，宇航服
就将自动把宇航员带回安全目的地。

打桩机打穿深圳地铁隧道
列车撞断桩头受损严重
12月6日早上7时许， 深圳地铁11号线红树湾
南-后海下行隧道被外部施工单位打桩机击穿，
致使11号线高速行驶的列车撞断桩头，列车严重
受损，大量乘客滞留。
经现场核实， 因非地铁工程施工单位未经申
报擅自打桩施工，桩头击穿地铁11号线红树湾南
-后海下行盾构隧道结构， 致使11号线高速行驶
的列车撞断桩头，列车严重受损，相关地铁设备
不同程度损伤，导致行车被迫中断，事件中无乘
客受伤。
据澎湃

特朗普加入“护妻”总统行列
美国历任总统几乎都有站出来为“第一夫人”
说话的经历，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也不例外。
美联社4日报道，特朗普上周再次力挺模特出
身的妻子梅拉尼娅，在社交媒体称赞她“人好又
勤奋，热爱她所做的一切”。同时，他回击《名利
场》杂志有关梅拉尼娅“死活不愿成为‘第一夫
人’、也没想过丈夫居然能胜选”的报道，称梅拉
尼娅始终对自己信心满满。
“她总认为 ‘如果你参选， 你就会赢’，”特
朗普说，“她会跟每个人说 ‘毫无疑问， 他会胜
选’，而我自己也感觉会赢。”

《现代金报》分类广告
厂房、仓库、餐饮、店铺
海曙区大型台球棋牌俱乐部低
价转让或合作 18067311130 朱
低价转让因股东不和逾千平米
饭店转地段佳证全 13857549393

侦探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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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旧货
你有旧货我都收 13505746027 郑

搬家搬厂
利民搬家搬厂价格优 87771478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喜乐搬家 87778900

遗失声明
宁波市天旺电热电器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奉化俪舍家具店遗失公
章 3302240144580，财务章 330
2240144581，发票章 33022401
44582，声明作废
奉化市迦南美地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发票章 33022400
86711 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五鑫物资气体有限
公司虹桥分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大食堂转让

英八旬翁成最敬业圣诞老人
英国82岁老翁罗恩·霍尔尼布鲁有份让孩子们充
满幻想的工作——
—扮演圣诞老人。 从1964年为了儿子
开始扮演圣诞老人后，他就再也没停过。53年的季节性
“从业” 经历让霍尔尼布鲁成为英国供职时间最长的
圣诞老人。
扮演圣诞老人让霍尔尼布鲁得以参加世界圣诞老
人大会，并一度当选圣诞老人比赛世界冠军。如今虽然
年事已高，霍尔尼布鲁仍不打算“退休”。他说：“我要
让取代我成为供职最长圣诞老人这件事变得更难。”

花50欧元就能当堡主
7400多人众筹救法国古堡
据英国《卫报》5日报道，全球7400多名网友
每人至少出资50欧元(约合392元人民币)，在40天
内众筹50万欧元(392万元人民币)，买下了位于巴
黎西南300多公里处的莫特-尚德尼耶城堡。
该城堡最早建于13世纪初， 在19世纪时达到
巅峰。1932年的一场大火之后， 城堡里的藏书、古
董家具、珍贵壁挂和名画全部焚毁，城堡也日渐凋
零。如今，莫特－尚德尼耶城堡内部藤蔓丛生，四
周碧水围绕，加上尖尖的塔楼和石桥，像极了童话
故事中的古堡。然而，由于没有被官方认定为历史
遗迹， 年久失修的城堡面临着被开发商拆除的命
运。 当地人于是找到专门保护历史建筑的私人公
司达塔尼昂斯和相关机构，发起网络众筹。

刊登热线： 0574-87254648

宁波市鄞州望春工业公司遗失
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慈溪市范市宇迪手机店遗失个
体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30282601018722，声明作废
宁波光晕室内设计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316829851，声明作废
宁波光晕室内设计有限公司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3302
11316829851，声明作废
宁波光晕室内设计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
11000129718，声明作废
宁波特兰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
0041799002，开户银行宁波银
行孔浦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长福汽车维修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3320021608201，开户银
行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江北支
行开发区分理处，声明作废
奉化市南海爱尚软装商行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83
607078598，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洛菲哲服饰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330211599474279，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钟公庙约定旅馆遗
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香港布特夫曼有限公司宁波代
表处遗失开户许可证副本，核
准号 J3320030372601 声明作废
宁波昕蔻服饰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法人章（杨良勇)各一
枚，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宝婴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宁海分公司遗失执照正副本
宁波海易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13437101，开户银行宁
波银行湖东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海曙瑞祥装潢材料经营部
遗失发票章一枚声明作废
奉化市新湖米馒头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33028360
7074697，声明作废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新材料科技城）总工会遗失
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2 张，
号码：1652735102、16527351
05，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兴达铁路电务器材
厂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12000111049，声明作废
宁波市尚兴达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330283000150208；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 3302833405
98029；公章 3302240082875；
财务章 3302240082876；发票章
3302240082902，声明作废
经全体合伙人决议，本合 奉化市莼湖亚飞废品收购站遗
失公章 3302240083458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自锁19天，最后艺术家怂了
艺术家的眼光常常与普通人不太一样， 比如，一
块4吨重的大石头在比利时艺术家迈克斯·波普眼里
不是石头，而是“艺术家无法摆脱的历史”。他用粗重
的铁链把自己绑在这块“历史”上，度过了19天。
比利时奥斯坦德的法院大楼批准波普在大楼大堂
内网络直播如何摆脱“历史”的束缚。波普每天用锤
子和凿子凿大石头，目标是凿穿管道，取出锁链，从而
摆脱“历史”的束缚。经过19天努力，已经凿到快要到
达中间管道的位置时，波普没再坚持，让工人用工具
切断了锁链。
除署名外，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12月6日电

QQ： 2598766662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255 号中宁大厦 1501

人保公司浙 BW2N12 保单印
刷号 33021600472972 单证类型
代码 AEDAAE0015D00
的正本遗失特此声明
宁波蓝海置美房地产销售代理
有限公司遗失宁波市北仑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11 年 9 月 2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一份，注
册号：330206000144570；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各一份，纳税号：33020658
3952862，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中河钱成农产品配
送服务部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
场监督局 2014 年 8 月 14 日核发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
1 份，注册号：3302126000
39285，声明作废。
吴润香遗失收据一份，发票
号码:1354197 声明作废
朱宇涵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330110856，声明作废
汪玉飞遗失宁波市奉化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2014年2月26日核发
注册号为 330283603007352 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余姚市梁辉镇云立汽摩配件厂
注册号 330281600099708，遗
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
分局 2012 年 07 月 17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一本，声明作废
余姚市梁辉镇云立汽摩配件厂
2017 年 12 月 7 日

余姚市梁辉镇云立汽摩配件厂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余姚市金林贸易有限公司注册
号 330281000025504，遗失宁
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
2013 年 03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各一本，声明作
废 余姚市金林贸易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7 日
慈溪市环城五交化有限公司遗
失慈溪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5 月 3 日核发的危险化学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书编
号甬 C 安经（2016）0005，
声明作废
慈溪市环城五交化有限公司遗
失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9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
7048780494;声明作废
浙江欧亚宜智能家居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3325010759601，开户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慈溪横河支行，声明作废
本人遗失太平洋保险浙 B19GG1
的保单，商业险保单号 anib91
0y1417X042290X 特此流水号
Cfba1710253700 特此声明
宁波佳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3320035125801 声明作废
宁波佳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各
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法悦金属制品厂遗
失兴业银行灵桥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33200268482
01，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宏媛磁性材料有限
公司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330227554540770，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迪尚理发
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330212608097074 声明作废
宁波汇金劳务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6）编号 33021
20212109，法人章陈荣伟印 6，
各一枚，声明作废。
慈溪市掌尚舞蹈健身会所（普通
合伙）遗失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掌起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
3325006294001 声明作废
余姚市天翔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遗失核准号为 J3324001120802
的开户许可证一份，开户行为
中国农业银行宁波余姚市支行
朗霞分理处，账号为 39617001
040000773，声明作废。
林丹徐遗失万科城堂院 96 号购
车位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3302
154350，发票号码 00451820，
金额 84000 元，声明作废
陈浩琪遗失浙江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毕业证书一张，证号 1286
012013060018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寻找合作伙伴
本公司经营五金制造，产
品主要是自产自销，现年产值
约一千万左右。现欲扩大经营
规模，寻求投资合作者，
有意者请联系
0574—88917404 许
余姚市时俊建筑工程队注册号
为 330281608501604 遗失余姚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08
月 2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各 1 份，声明作废。
余姚市时俊建筑工程队
2017年 12 月 7 日
宁波市江东德兴贸易有限公司
仇毕分公司遗失宁波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江东分局 2011 月 07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330204000117144；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33020474
2195521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钟公庙千丽美容店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92330212MA
291UH8XU 声明作废
宁海县西店荣鑫副食品店遗失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2
6605042273 声明作废
宁波亿拓智能电器有限公司遗
失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 月 2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
0282MA282RF08D 声明作废

和邦大厦，黄金地段，商务 伙企业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
楼下，地铁口，450m2 客源稳定， 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
在营业中。 因本人有其他事低 商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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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注
特此公告
价转让。 有意者请前来面谈。
联系电话 18106658057 宁波鑫明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册资本由 5000 万元人民币减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至 1000 万元人民币， 并按有
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福泰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晶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手续。
手续。
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诚聘
诚 聘
宁波知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保税区兆丰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爱昕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文员兼网络客服 2 名
外贸业务员 3 名 （底 薪 3000+ 提 成 ）， 要 求 宁波民和汇通集团有限
分立公告
要求： 男女不限，5 年以上工作经验，年
22-35 岁，熟练 office 软件。
薪 30-50W,双休。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3名

0574-87157812-8011
17706694817 蔡女士
邮箱：info@futailite.com
地址：鄞州区启明路 650 号

以上职位无需实习，直接带薪培训。 减至 20000 万元，现予以公告。 债

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 承担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4-27659695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手机 13028935013，陈先生
宁波民和汇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东方商务中心 3 号楼 1305
2017 年 12 月 7 日

宁波广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合并公告

根据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森隆乐器有限公司的合并协
议，两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吸收合并，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宁波森隆乐器有限公司；宁波森隆乐器有限公司解散注销。 合并前森
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800 万元人民币，宁波森隆乐器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250 万元人民币，合并后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800 万元人民币，宁波森隆乐器有限公司的资产归森鹤乐器
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所有债权债务由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甲公司：宁波新雅特洁具有限公司
森鹤乐器股份有限公司
乙公司：宁波新雅特洁具有限公司
宁波森隆乐器有限公司
丙公司：慈溪市禾雅洁具有限公司
2017年 12 月 7 日

经股东决定，甲公司存续分立成乙、丙两家公司，分立前甲

◎推广顾问 20 名（底薪 2000+
公司注册资本为 42 万美元，分立后的乙、丙公司注册资本分别
根据 2017 年 11 月 23 日股东 为 39 万美元和 3 万美元，并按有关规定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及
提成），全职兼职都可以。
要求：男女不限，1 年以上外贸业务经验，
大会决议，宁波民和汇通集团有限 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法律手续，公司分立前的债权、债务及其他相
◎
客
户
经
理
5
名
（
3000+
提
具有大客户维护、跟单、开发经验者佳。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23000 万元
成），有相关工作经验优先。
联系电话：
关的权利、义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并对公司分立前的债务

业务跟单

宁波保税区雅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