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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月宁波发生火灾 2092 起

挪威军舰与希腊油轮相撞
挪威军舰与希腊油
轮相撞

本 报 讯（通 讯 员 颜 杰 蔡 俊 记 者 陶 倪）8
日上午，宁波市“119”消防宣传月暨冬春防火宣
传活动在东部银泰城正式启动。今年消防宣传
月 的 主 题 是“ 全 民 参 与 ，防 治 火 灾 ”，现 场 还 对
全 市 10 个 热 心 消 防 公 益 事 业 先 进 个 人 和 集 体
进行了颁奖。
记者从市消防支队获悉，今年 1 月至 10 月，
全市共发生火灾 2092 起，死亡 6 人，直接经济损
失 1819.2 万元，与 2014 年至 2016 年同期平均数
相比，火灾起数下降 52.5%，死亡人数下降 45.5%，
直接经济损失下降 59.3%。从火灾情况分析看，宁
波市出租房、电动自行车火灾相对较多，均居全
省首位。

据挪威媒体 8 日报道，一艘挪威军舰“黑尔格·英斯
塔”号护卫舰和一艘在马耳他注册的希腊油轮当天凌晨
在挪威西海岸附近相撞，造成军舰上 8 人受伤。
相撞造成护卫舰大量进水，舰上人员被迫撤离。目
前该舰已被拖到岸边，救援人员正在极力抢修以免其沉
没。油轮只受到轻微损伤，暂时没有原油泄漏的报告。

防灾避险知识哪家强？
甬江职高拿下全国二等奖
本报讯（通讯员 俞冬娜 记者 章萍）昨天，
记者了解到，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的“2018
年全国红十字防灾避险知识竞赛”结果揭晓，甬
江职高荣获全国二等奖，该校 16 烹饪 3+2 班李璨
同学荣获个人二等奖。
据悉，该校一直重视应急救护和防灾避险知
识和技能的培训。每年都会在师生中开展心肺复
苏培训、安全逃生演练、防灾避险知识竞赛等活
动。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增强了师生的风险防范
意识，提高了自救自护能力，更让大家对“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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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将清理整顿低速电动车

美加州酒吧发生枪击事件
至少 13 人死亡

记者 8 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经国务院
同意，工信部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低速电
动车管理的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开展低速电动
车清理整顿工作，计划持续加强低速电动车规范
管理的同时，严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
据了解，低速电动车主要指行驶速度低、续
驶里程短，电池、电机等关键部件技术水平较低，
用于载客或载货的三轮、四轮电动机动车，包括
老年代步车等。

中行宁波市分行多措并举
全方位支持民营经济

印度女性飞行员比率全球最高

本报讯（记者 钟婷婷）昨日，记者从中国银
行宁波市分行处获悉，截至 2018 年 9 月，该行民
营 企 业 贷 款 余 额（含 贸 易 融 资）本 外 币 合 计 为
881.5 亿元，占全行对公授信表内信贷资产余额
的 89.2%，较 2017 年末新增 61.8 亿元，支持民营
企业 2580 户。
宁波民营企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该行自觉
把民营企业和小微金融服务作为一项基础性、长
期性和战略性的工作。截至 2018 年 9 月，中行宁
波市分行国标小微贷款余额 422.6 亿元，占全行
公司贷款的 42.76%，较年初新增 17 亿元，连续 8
年保持增长。

中国量子雷达样机亮相珠海航展
已实现百公里级探测实验
8 日正在举行的第 12 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
博览会（珠海航展）上，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第 14 研究所（中国电科 14 所）研制的首部单光
子检测量子雷达样机亮相，该雷达突破同类雷达
的探测极限，首次实现远程探测。
量子雷达探测技术是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
热点，在雷达探测与成像识别领域具有潜在的重
要应用价值。中国电科 14 所介绍，目前，雷达完
成了量子探测机理、目标散射特性研究以及量子
探测原理的实验验证，并且在外场完成真实大气
环境下目标探测试验，实现了百公里级探测，探
测灵敏度极大提高，指标均达到预期效果，取得
阶段性重大研究进展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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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太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保险单发票一份，
发票
号码 11951855，
声明作废
刊登广告扫微信
浙江众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交通银行宁波鄞州支行基本
户开户许可证一份，
核准号
J3320032771401，
声明作废
地址：宁波海曙区东渡路 55 号华联写字楼 2420 室
浙 B79KZ1 车辆商业险保单遗
余姚市福曼手板模型制作中心 失 商业险保单号 8051120
家政服务
遗失声明
1833100400 单证号 1810157
（普通合伙）遗失备案号 3302
宁波智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遗
489 特此声明
专业清洗窗帘
190045446 的公章一枚，
声明
核准号 J3320
宁波至合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窗帘清洗专家，
免费拆装到家 失开户许可证，
作废。
司遗失开户许可证一份，
核准
031200902，
开户银行中国银
18057494083 微信同号
宁波市川越环保科技有限公
号：J3320037810702，
开户
行宁波市海曙支行，
声明作废 司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侦探调查
银行：
宁波银行鄞州支行，
宁波智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遗 宁波市江东华光物资汽配商行
声明作废。
神洲调查 87289267
失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 遗失宁波市鄞州区市场监督管 宁海县拓富电子有限公司遗失
民事取证、商务、打假、寻人
理局
2010
年
01
月
22
日核发的
局2016年01月15日核发的营业
单位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宁波人自己的老牌调查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91330212M
执照正副本社会信用代码 9133
章（尤正富）各一枚，
声明作废
A2936A212
声明作废
搬家搬厂
0203309094623K 声明作废
友好专业搬家搬设备 87329310 宁波智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快捷专业搬家：87907772
业务员 3 名：有相关工作经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秦玉华），
声明作废
喜乐搬家 87778900
验一年以上，具有较强的拓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宁波市海曙横街兴达装饰制品 展业务能力。
二手旧货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厂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会计 1 名：
要求全日制本科
收家具床一切旧货 18358415826
号：J3320000884102，
开户
毕业，有会计工作经验一年 工商注销手续。
征婚交友
特此公告
银行为农业银行宁波横街支
以上。
本女 63 企退可落户 17186657402 行，
宁波市江北佳莹塑胶染料有限公司
声明作废。
联系电话：8733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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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瑞太丰食品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公司股东决定，将
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人民
币减至 100 万元人民币，并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
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昌瑞服饰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注销公告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将
注册资本由 1058 万元人民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币减至 558 万元人民币，并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 工商注销手续。
特此公告
手续。 特此公告
宁波中成装饰有限公司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文图拉县警方 8 日
凌晨说，7 日晚发生在该县的枪击事件已造成包
括枪手和一名警官在内至少 13 人死亡。
警方官员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地时间 7 日晚
11 时 20 分左右，一名枪手进入该县绍森欧克斯
市的一家酒吧，投掷了烟幕弹并向人群开枪射
击。目击者表示，当时酒吧内有数百人。

宁波市鄞州港桥物流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减资公告

印度媒体 8 日援引国际女性飞行员协会最
新调查数据报道，印度女飞行员占国内飞行员总
数的 12.4％，这一比率全球最高。
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印度共有 8797 名飞行
员，其中 1092 名女飞行员，女机长 385 人，而全球
范围内女飞行员的平均比率为 5.4％。

宁波市巧匠道具制作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高新区盛世开元会计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宁波大庆艾力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章（
李银庆）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正佳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遗失由宁波市鄞州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2007年9月5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913302126655804338；
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
税号：3302276
65580443；
遗失宁波银行灵桥
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3320010682501，
声明作废
余群遗失制图员中级国家资格
证书，
证书编号：
11113220
01400320，
声明作废

彩票开奖公告

●福彩
15 选 5 第 2018305 期 01 07 11 13 15
双色球 第 2018131 期 21 22 24 31 32 33 01
3D 第 2018305 期 8 4 5
●体彩
排列 5 第 18305 期 1 9 0 6 0
20 选 5 第 18305 期 04 05 09 13 20

厂房仓库出租合作

商铺招租

宁波舟孟北路116、
离高鑫广场,第六空间 200 房屋地址：
118、
120号1-2层。
米,离江北万达 500 米,共 3000
平方，可分割,适合修理厂,轻 建筑面积：
403.73平方米。
工业,仓库,办公等,黄金地段, 联系电话：15268561568
需要从速 . 联系:15888191685
15968883134
宁波赛迪阀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330283MA2831C
Q6P，
声明作废
宁波市奉化启宏蔬菜批发部遗
失公章编码 3302240146396，
声明作废
奉化市通飞轮胎店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3326002956501，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余姚市灵俊模具塑料厂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一份，
核准号：
J3324007374502，
开户银行：
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肖东支行，
声明作废
余姚市灵俊模具塑料厂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
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金伟建筑设备租赁
站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经余姚市浪达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
并成
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 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将注册资本由 1010 万元人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民币减至 985 万元人民币，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马巧英电话：
13905847354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 商注销手续。
地址：
余姚市泗门镇东大街
资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邮编：
315400
宁波艾登商贸有限公司 余姚市浪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
宁波弈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根据本企业主管部门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
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决
经股东决定，本公司决
决定，将注册资本由 2000 定注销本企业，同时成立 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万元人民币减至 1750 万元 清算小组，并按有关规定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 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工商注销手续。
商注销手续。
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市江北区市政工程处

宁波万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市薇颖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考耐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