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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

A11

■科技

河北廊坊永清县发生4.3级地震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月12日18时31分，在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北纬39.37度，东经116.67度)
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宁波城市天气：
今日 晴到多云 -2℃—13℃
明日 晴转多云，夜里多云转阴 5℃—18℃
空气质量状况：良 Ⅱ级 首要污染物：PM2.5

明天最高18℃
春节前宁波暖如春

■考古

3D技术还原古埃及王后真面目
英国科学家借助3D技术还原了古埃及王后纳
芙蒂蒂的真面目， 并由专家耗费500小时为这位著
名的古埃及美女塑造逼真半身像。
生活在3400多年前的纳芙蒂蒂是著名的古埃及
王后，因美貌闻名于世。埃及博物馆收藏的一具名
为“年轻女士”的木乃伊据信是纳芙蒂蒂。研究人
员曾猜测她是古埃及图坦卡蒙法老的继母，2010年
DNA检测显示她是图坦卡蒙的生母。

本报讯（记者 薛曹盛）回暖的小火车已经正
式发车， 今天最高气温达到13℃， 明天最高气温
将高达18℃。我们一下子从冰窖模式切换到了小
阳春模式。有网友问：今年春节天气扑朔迷离，到
底该“穿貂”还是“穿T”？
从目前的天气预报来看，本周先晴后雨，气温
明显回升。周三前以晴到多云为主，周四周五阴
有小雨，周五后期到周六多云，周日又将有雨。但
气温比上周有明显回升，最低气温周三至双休日
回升到5℃～7℃；最高气温大多在10℃～12℃，周
三和周六上升至16℃～18℃。

■人事

浙江3名市委书记履新
3名代市长“接棒”

■新知

天生戏精？演员易有人格障碍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人员以214名演员为研
究对象，将他们的性格特征与由非演艺人员构成的
对照组作比较。研究领头人、伦敦大学学院心理学
家阿德里安·弗纳姆说：“与非演艺人员相比， 演员
无论男女，在反社会、自恋、夸张、边缘性人格障碍
和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等评分中得分明显较高。”他
指出， 这些性格特征契合人们对演员的固有成见，
包括寻求关注、任性、自恋以及行为不稳定。
研究同时指出，上述部分性格特征对于演员职
业可谓“财富”。例如，自恋让演员有信心赢 得观
众，而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则有助于他们背熟台词。

■教育

中国科学院大学
宁波材料工程学院揭牌

记者从省委组织部获悉，日前，省委决定：陈龙
同志任中共金华市委书记， 徐文光同志任中共衢
州市委书记，张兵同志任中共丽水市委书记。
温州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2月12日举行第
九次会议， 接受张耕辞去温州市市长职务的请
求，决定姚高员任温州市副市长、代市长。
衢州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2月12日举行第七
次会议， 接受徐文光辞去衢州市市长职务的请
求，决定汤飞帆任衢州市代市长。
舟山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2月12日举行第十
二次会议， 接受温暖辞去舟山市市长职务的请
求，决定何中伟任舟山市副市长、代市长。
据浙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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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求职
广发银行招食堂帮厨若干(女)
双休。 联系电话 13780087808

遗失声明

浙江斯大威电器有限公司遗失
提单一份，船名：YM WRE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ATH，航次:004W 提单
二手旧货
号：NGBASHI01579，
你有旧货我都收 13505746027 郑 声明作废。
征婚交友
芦俏钰遗失初级会计证，证书
相亲交友一对一介绍 87229931 号 15228502，声明作废

●福彩
七乐彩 第2018019期
基本号: 05 11 13 18 26 27 28
特别号：06
6+1 第2018019期
基本号: 7 7 4 7 8 7
生肖码：马
15选5 第2018043期 基本号: 01 03 07 08 12
3D 第2018043期 开奖号码: 5 2 7
●体彩
体彩大乐透 第18019期 10 11 19 21 28 05 12
排列5 第18043期 0 7 9 0 4
20选5 第18043期 03 05 06 08 12

撤销注销公告

宁波市海曙古林斯波酒店用品
商行遗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17 年 6 月 3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 92330203MA
292BMW1K，声明作废。
余姚市百宏自动化设备厂遗失
备案号 3302190155133 的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诚业混凝土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30212
0159181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经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取消 2017 年 2 月 5 日在《现代 7126.9 万元港币减至 2126.9
金报》上刊登的注销公告，同时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解散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 万元港币， 并按有关规定办
手续。
办理工商终止手续，继续经营。 理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普莱特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金年宏百货有限公司
宁波百隆房地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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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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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锦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锦泰家居有限公司

在我国第34次南极科考中， 由中国科学院沈
阳自动化研究所自主研发的探冰机器人，日前成
功执行了“南极埃默里冰架地形勘测”项目地面
勘查现场试验任务，这是我国地面机器人首次投
入极地考察冰盖探路应用。
该探冰机器人长2米、宽2米、高1.5米，针对南
极天气条件和环境特点进行专门设计。采用全地
形底盘悬挂， 具有轮式和履带两种驱动形式，控
制速度可达20公里/小时。采用燃油提供能源和动
力，续航能力大于30公里。探冰雷达任务载荷，可
对冰盖表面以下深100米冰盖结构进行探测。

“一箭双星”北斗再飞天
今年还要射18颗
2月12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
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成功发射
第五、六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的第三次发射，
也是农历鸡年中国航天的“收官之战”。
经过3个多小时飞行后，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据介绍，后续将进行集成测试与试验评估，并与
此前发射的四颗北斗三号卫星进行组网运行。
根据计划，2018年年底前后将发射18颗北斗
三号卫星。

本版图文除署名外
均据新华社电

■冬奥

平昌“北京8分钟”
张艺谋弃用人海战术
在25日举行的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 作为
2022年冬奥会东道主的北京将奉献8分钟文艺表
演。12日，演出设备全部运抵平昌，在采用大量高
科技设备的情况下，当地的低温和大风是目前工
作人员比较担心的问题。
据“北京8分钟”表演团队演出协调部部长
张树荣介绍，“这次张艺谋导演率领整个团队打
破了以往的人海战术。大家已经看到，平昌冬奥
会开幕式搞得很炫， 我们这次也进行了充分准
备，运用大量高科技，但这也意味着风险非常大。
而我们排练、调试、合练的时间非常短。”

刊登热线： 0574-87254648 QQ： 2598766662

搬家搬厂

注销公告

我国地面机器人
首次为南极科考探路

彩票开奖公告

本报讯（记者 樊莹）昨天下午，由中国科学院
大学和宁波共建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工程
学院揭牌。这是中国科学院大学在北京以外的首个
科教融合学院，由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承办，计划今
年开工建设，2020年建成，2021年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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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

注销公告

遗失阳光保险公司商业险保单
号码 1296905282017006358
声明作废 李昭玲
陈锘（男）遗失出生证，母亲
陈晓霞，父亲陈乐锫，出生证
编号 P330087611，声明作废
邬维杰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2
83MA2ERF4J2K 声明作废
严海燕遗失太平洋保险公司商
业险保单号 ANIB905Y1417
B005011F 壹份，声明作废。

上门办理赠送 2018 年度台历一份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255 号中宁大厦 1501

遗失平安保险公司商业险保单
流水号 PCC01001217290003
6812 声明作废 沈雅飞

宁波尚彩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294
35601，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宁波
钟公庙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本千和裕服饰有限公司遗 宁波尚彩广告有限公司遗失财
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25 份：发票 务专用章编号 3302120218096
代码 3302163130，发票号码 00 声明作废
597827-00597851，遗失增值税 宁波尚彩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宁
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
普通发票 25 份：发票代码 3302 16 年 8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162320，发票号码 07291469-0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
7291493，声明作废
021209486938XD，声明作废

分立公告
经股东决定，甲公司存续分立成乙、丙两家公司，分立前甲公司注
册资本为 500 万元人民币，分立后的乙、丙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 450 万
元人民币和 50 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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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甲公司：慈溪市慈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乙公司：慈溪市慈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丙公司：慈溪三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分立公告

经营者常艳遗失慈溪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2011年7月4日核发的
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330282MA2EH
F5J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舟山市新城老三小吃
店遗失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城分局 2015 年 07 月 0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30906800002114，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一、宁波麦芽有限公司拟对以下项目进行招标：
1、出口韩国约 14500 吨麦芽集装箱货代项目；
2、出口缅甸约 6500 吨麦芽集装箱货代项目。
二、第 1 项投标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7 日 13：30；
第 2 项投标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7 日 14：00。
三、投标人必须通过资格审查方可领取标书。
招标的具体要求可登陆中国招标信息网查询。
标务联系人：刘小姐，联系电话：0574-55008611，
邮箱：liuxiangyun@gdhyst.com
商务联系人：艾丽媛，联系电话：0574-55008615

经股东决定，甲公司存续分立成乙、丙两家公司，分立前甲公司注
500 万元人民币，分立后的乙、丙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 450 万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 册资本为
元人民币和 50 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向公司登记主管机关及有关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部门办理相关法律手续，公司分立前的债权、债务及其他相关的权利、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义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并对公司分立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手续。
甲公司：慈溪市慈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欢迎有意向的公司参与投标。
特此公告
乙公司：慈溪市慈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丙公司：慈溪正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文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 2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