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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挤在半挂车底起火 司机惊吓过度不知所措

半挂车司机将人一把拖出车外

本报讯 （通讯员 阮晓薇 南熠政 记者 方
磊）昨天上午，一段轿车与半挂车相撞的视频在
—一辆轿车挤在半挂车底下，令人
朋友圈传开——
担心的是轿车已经开始起火燃烧，“不知道司机
有没有被救出来？”这是朋友圈大家最为关心的
问题。
“早上7点左右，在新宁横公路定桥方向（距
离中海国际南面约500米处）、高速云龙枢纽交汇
处红绿灯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小车起火，一
时引发交通阻塞。”网友“城市足印”在其个人公
众号上发布这样一则消息。
金报记者在网友“城市足印”发来的照片上
看见，出事的大卡车车身十分长，运送的桥面钢
梁下方还挂着由一面面小彩旗组成的 “大件运
输、注意避让”的警示标语，轿车正是卡在了运输
的桥梁下方。事故发生后，部分桥梁已经被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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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坎墩美花点心店遗失慈
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2 年 3
招兼职女会计洪塘上班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工作时间每周 3 个半天 8758179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3
急招汽车美容师傅 13221947088 0282MA2EJ32AX8 声明作废
慈溪市杭州湾亿盛服装厂遗失
招仓库管理员女 1 名，生产计
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湾
划员 1 名 13306617251 陈先生
新区分局2011年5月5日核发的
搬家搬厂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用代码：92330201MA2EN6
WU4A，声明作废。
喜乐搬家 87778900
宁波市鄞州钟公庙阿炳小吃店
侦探调查
遗失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正本
编号：浙餐 02122017000274，
神洲调查 87289267
声明作废。
民事取证、商务、打假、寻人
林佳敏遗失收款收据 2 份，发
宁波人自己的老牌调查公司
票号码 1354962，金额：壹仟
征婚交友
元整；发票号码 1354963，金
本人女 45 征婚交友 17186657402 额：壹仟元整，声明作废。
相亲交友一对一介绍 87229931 余姚市超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收款收据 1 份，发票号码：
物业广场
0656616，金额：壹仟伍佰元
粮丰街 300 平旺铺转 18668536086 整，声明作废。
余姚市河姆渡车厩五金材料厂
遗失声明
（普通合伙）遗失余姚市市场
宁波市海曙堂代甜品店遗失营
监督管理局2016年07月07日核
业执照正本 92330203MA293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91330281
X6384 声明作废
742177614P 声明作废
宁海县超群纸箱厂遗失营业执
宁波英斯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照副本，注册号 3302266050
遗失财务专用章（3302060142
40962，声明作废
996），法人章（张轩培）各
慈溪市立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
本人遗失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
17 年 6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司保单一份，保单号为 805112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
017330260002156，流水号为
0282MA291RC20G 声明作废
1710081073，特此声明
宁波市鄞州姜山科升机械配件
刘宇航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厂遗失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姜山
编号 O330691707 声明作废
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
R
20027313101，声明作废。
遗失平安保险公司商业险保单
R
流水号 PCC01001216290036
8033，声明作废 陈斌庆
遗失浙商保险公司商险单号 19
产品家具用金属附件、金
97207035520170004779
属建筑材料、 金属天花板、塑
声明作废 王家傲
郭耀君遗失住宅用房征收货币 料板、普通金属扣、五金器具。
宁波地区招商电话 83093576
补偿协议一份，编号：东政房
征 20143-0215，声明作废
宁波樱花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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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及时从车内离开。田师傅赶紧找来灭火器打
算灭火，可效果不大。随后，田师傅将轿车司机一把
拖了出来，幸好，轿车司机没有受伤。
目前，此起事故相关部门正在调查中。

一女子好心救助“生意人” 老公一听这事立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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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聘 （家庭主妇）

熏黑，小车更是被烧得面目全非。
“不管怎么说，希望司机平安无事，车子烧了就
烧了，命可只有一条！”网友“城市足印”在其公众
号上这么写道。
金报记者从鄞州120急救中心了解到， 救护人
员接到报警后赶往现场， 当时消防员正在灭火，车
内的一名男性司机已经逃出，并未受伤，所以也没
有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当天下午，金报记者联系上
半挂车司机，司机姓田，他的车子是运输建造桥梁
材料的，运送的桥梁有27米长，算上车子本身的长
度，全车长度足有30米。事发时，他从鄞横线上的工
地运送桥梁往环城南路东环路方向去的，左转弯往
鄞州大道方向行驶时，感觉到车尾传来异响并且震
了一下。 透过后视镜他发现一辆轿车撞了上来，下
车一看，轿车的引擎盖已经冒烟，隐约还有火星。一
名约五十岁的男性司机可能是受到了惊吓，出事后

借我1000元 “万宝龙”手表押给你

本报讯（通讯员 徐秋瑾 记者 方磊）自称
“深圳人”来甬做生意，结果不慎丢了行李，身上
也没多少钱，想用手上的表来做抵押换点钱……
遇到这一幕，大部分人都觉得是个骗局，可是暂
住鄞州区云龙镇甲村村的陈女士还是因为太热
心上当受了骗。
陈女士今年32岁， 安徽人，3月10日上午，她
从甲村菜场买完菜出来准备回家。路遇一位约莫
四十岁的男子，一身得体的衣裤，人也很精神，他
自称是深圳人，来宁波做生意，没想到途中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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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了行李，现在想住酒店身上的钱却不够了。“能不
能借点钱给我，等明天朋友打钱过来，就还你。”男
子很有礼貌地说，“要不我把手表给你，这个可是万
宝龙的，等钱还你了再给我。”怕陈女士不相信，男
子二话不说就把表塞给了她。
陈女士见男子说得诚恳，也确实可怜，一时心
软，便去附近银行取了1000元借给了他，双方还互
留了联系方式。
回到家后，陈女士跟丈夫说了这事，丈夫一听
立马觉得陈女士被骗了， 于是两人来云龙派出

余姚兴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30281
MA293GPX8K 遗失余姚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08月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 1
份，声明作废。 余姚兴通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3月13日
宁海县曙光沸石粉厂遗失 2016
年 10 月 1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
0226744992137E，声明作废
宁海县平岩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330226000027092 声明作废
宁海县平岩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宁海县平岩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2001592901，声明作废
余姚小城土特产经营部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330281MA291J
GH78 遗失余姚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7年06月08日核发个体
户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姜山何锋蔬菜种植
家庭农场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10月11日
核发的个体户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2
12MA2AEQXX73，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姜山何锋蔬菜种植
家庭农场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
编号 3302120279027 声明作废
父亲宋道改，母亲张小兰，孩
子本人宋皖荥遗失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 K330325074 声明作废
宁波福赛日用品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旭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
2003762001 声明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丰乐大药房有限
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554
541837A，声明作废。
宁波隆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30201MA28Y
B2KXH，声明作废
印东旭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330283607043947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横溪戴联国挖掘机
租赁店遗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鄞州分局2011年9月21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330212602035410 声明作废
宁波市镇海齐龙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宁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5年10月15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信用代码：9133
0211599496048P，声明作废
德赞女创（宁波）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10月11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MA
2AERH244，声明作废
宁波嘉澍节能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
3320032354301，开户银行宁
波银行四明支行，声明作废
悦达咖世家（上海）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钱湖北路
店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悦达咖世家（上海）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黄山路店
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悦达咖世家（上海）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天童南路
店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瑞宇劳务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2017年11月28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330204580512378M 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娜慷达化工有限公
司遗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9年 5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3302150000
05742，声明作废
慈溪市嘉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
16年2月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
330282MA281GDH9X 声明作废
宁波江北甬邦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声
明作废
宁波海曙甬成屋面地坪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 J3320
026959201 声明作废
宁波雪磊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宁
波市镇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
16 年 11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
11MA28318D46 声明作废
余姚市平天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1764511
8711 遗失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6 年 6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余姚市城区双军上光复膜厂注
册号 330281602031083 遗失宁
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
2013 年 12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余姚市王友路食品商店注册号
330281600154732 遗失宁波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 2011
年 7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余姚市笆里线切割加工场注册
号 330281601029157 遗失宁波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余姚分局 20
10 年 1 月 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慈溪市龙山骏莹日用百货店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5
0102773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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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东德月楼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财务章遗失，编码：
3302040169305，声明作废
司徒立军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330283602094267
声明作废
遗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2017年3月1日核发的宁波
市海曙迪雅广告礼仪策划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社会
统一代码：913302036684718
9X4，声明作废。
宁波乐洋文化艺术策划有限公
司遗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2017年3月1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社会统一
代码：913302033089198223，
开户许可证一本，核准号：J
3320032194501，开户银行：
宁波银行洪塘支行，声明作废
宁波富邦家具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0210
2502 声明作废
王友群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20
5MA2ELRFY5A，声明作废
慈溪市宗汉新盈健身器材厂遗
失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
3302820232958，声明作废
慈溪市宗汉新盈健身器材厂遗
失法人章（法人：陈建平）一
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育成针织品有限公司遗
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
湾新区分局2016年3月9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30201MA281L1
W9P，声明作废。

厂房出售
1.集士港厂房 5.2 亩证件齐全，
砖混厂房 2600 平方， 变压器
250 千瓦，价格 1250 万，
2.集士港厂房土地 3 亩（集体土
地）， 钢棚 2400 平方， 变压器
250 千瓦，价格 250 万。
3.姜山厂房 4 亩（集体土地），房
子 3200 平 方 ， 变 压 器 400 千
瓦。 价格 380 万。
联系人 13777218888

粮油公司 招聘

所报案。
听完陈女士的描述以后，值班民警考虑到该男
子应该没有交通工具，或许还在菜场附近，于是便
陪同陈女士去事发地附近“碰运气”，果然还真找
到了他。 此时男子正在菜场附近物色下一个 “猎
物”，随后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调查。
经审查， 男子是湖南人，38岁， 所谓的 “万宝
龙”手表是在淘宝网上花了一百元买的假货，男子
对行骗事实供认不讳。目前，该男子被鄞州公安处
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宁波市海曙利民水果店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公章、财务章
、发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慈溪市龙山骏莹日用百货店遗
失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12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282
MA283DH75L，遗失公章（
编号 3302820295277）、财务
专用章（编号 3302820295278）
各一枚，以上声明作废
宁波市奉化星超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章编码 33022401
13364，声明作废
宁波锦满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3020331691461
8T，遗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
，以上声明作废
宁波宸瑞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338
41301，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甬江支行
，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石石契飞龙五金厂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慈溪市聚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遗失慈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
17 年 3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
82MA284NKG0M 声明作废
宋易谦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330994511 声明作废
宁波百巨基础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330226MA28
1NAG08,声明作废
宁海县西店安顺汽车维修厂遗
失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1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
本，注册号：33022660500790
3，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慈溪朗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
东会已决定解散本公司， 公司成立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注
经公司股东决定，将注册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注 清算组， 对公司债权、 债务进行清
册资本由 62000 万元人民币 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减 算。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
减至 20000 万元人民币，并按 500 万元人民币， 并按有关规 至 100 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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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
申报债权登记， 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为没有提出要求。
宁波东恩房地产有限公司 宁波市骋启汽配有限公司 宁波包租婆网络有限公司 慈溪朗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1、庄桥粮批市场营业员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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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
2、出纳文员 1 名，仓库保管兼 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并 定注销， 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汽车调度 1 名， 本地人，有经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验者优先；
手续。
手续。
手续。
续。
3、装卸工 2 名，本地人，40 岁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以下有粮油装卸经验者先；

上班时间：08:30-10:00。
上班时间：8:30 至 11:00 年龄：
双休,公司提供商业险。
25 至 55 周岁，宁波当地优先。 地址:天一广场写字楼
13805898209 李主任 电话:13616578510 姜经理 电话：87927167 13905743794 宁波市科技园区卓辉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宁波程翔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墨驰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吉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