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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廊桥之乡泰顺传
来喜讯：被台风“莫兰蒂”重创
的薛宅桥、文兴桥、文重桥三
座“国保”级廊桥修复工程，已
顺利通过浙江省文物局专家
组验收，这使许多关心泰顺廊
桥命运的人都大大松了口气。

历史悠久古廊桥

浙江泰顺是与福建毗邻
的山区县，因交通闭塞，长期
鲜为人知，近年来却因古廊桥
惊艳世界，被誉为“中国廊桥
之乡”，引得海内外游客纷至
沓来。

泰顺县现有各类桥梁970
多座，其中 33 座是古廊桥，
2005年，19座古廊桥被列为
省级文保单位。据87岁的廊
桥研究者周万巩先生介绍，
2008年公布为国家级文保单
位的有34座廊桥，浙江省所占
17座，有15座在泰顺县境内，

“中国廊桥之乡”可谓名副其
实。

当年建造廊桥的主要目
的是便利交通。泰顺是山区
县，全县山峦连绵、沟壑纵横，
道路崎岖，唐诗人罗隐曾用

“遥闻前山相对语，跨溪绕涧
数里程”诗句形容当地行路之

艰。前人利用当地丰富的木
材资源和建桥技术，至迟在明
代就开始修建这种造型独特
的桥。

数百年来，建造廊桥要遵
循许多习俗：选栋梁、择吉、祭
木工神、祭梁神、抛梁……这
些习俗尤以选栋梁最为关
键。栋梁是廊桥建造要求最
高的材料，主事者必亲自带人
到山上精挑细选。入选木材
不但要符合各项标准，还必须
长在“洁净”之处，即周围没有
坟墓、茅厕等。砍伐下的栋梁
要保持原貌，不能去皮。被砍
伐后不能直接搬运下山，须先
请有秀才以上功名的人抬一
下。文弱书生自然抬不动那
么粗壮的栋梁，只是象征性地
扶一扶，然后再让壮汉们抬下
山。被选为栋梁的树木主人
感到十分荣幸，还会再捐些其
他木材，因为自家山林长出栋
梁之材，暗喻着日后家中子弟
也会成为有用之材。

传统中这些桥并不叫廊
桥，有据外形叫蜈蚣桥、八字
桥、彩虹桥的，有因功能叫风
雨桥的，或因装饰华丽称花桥
的。1996年美国电影《廊桥遗
梦》在中国热映，泰顺人乘势

将这种造型独特、桥上房屋呈
长廊的桥正式命名为廊桥，后
来在申报“国保”单位时得到
国家文物部门的认可，廊桥之
名从此传遍世界。

周万巩老人退休后历时
10多年收集了许多资料，前些
年出版了一本介绍廊桥的专
著，还在泰顺廊桥代表性建
筑——北涧桥堍设置了“廊桥
文化展览厅”，已接待众多国
内外桥梁专家、文保专家和上
万名游客，受到高度评价。

“三无”“四妙”构思巧

泰顺全境33座古廊桥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被誉为“世界
桥梁史上奇迹”的6座古廊桥，
分别是泗溪姐妹桥（溪东桥、
北涧桥）、三魁薛宅桥、仙稔仙
居桥、筱村文兴桥和洲岭三条
桥，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北涧
桥。

北涧廊桥曾是通向县城
的必经之路，上部系宫殿式重
檐，结构精巧，造型古朴。北
涧桥的美不仅体现在桥本身
的轻灵飘逸或是拥有虹桥的
独特结构，更美在桥周围的环
境：两条溪水在桥边汇合，溪
水清澈见底，水面上还有一条

用石梁搭起来的小石桥，接以
碇步。沿着溪岸，一条小路将
人引向桥头和村子，两株上千
年树龄的大樟树立于桥头，大
樟树的虬根牢牢抓住桥基周
围的石土，使北涧桥历经数百
年风霜侵袭而无大碍。如今
这古桥、古樟、古道和古民居
在青山绿水中共聚一处，构成
一幅美不胜收的图景，故有

“世界最美廊桥”之称。
周万巩老人一边陪我游

览北涧桥，一边介绍这座廊桥
的建造特点。北涧廊桥修建
于1675年，建筑材料全部用木
材，其“三无”“四妙”的建筑特
点令人叹服：桥身主体不用钉
子（甚至连竹钉也没有），也极
少用榫铆，跨度51.87米的廊
桥中部也不用桥柱支撑。这
匪夷所思的“三无”结构，全仗
构思精妙的“托、编、撑、压”四
种工艺，巧用力学原理，使北
涧廊桥成为浑然天成的艺术
品。

北涧廊桥的主梁、梁柱都
只剥去外皮，不刨不劈，保留
了原木韧性。梁柱用燕尾榫
与主梁联结，托起桥身主体。
用小杆件编接成的大跨度拱
形构架，克服了木材长度限
制。桥身两侧的底部空间，用
木梁作纵、横、垂直三角支撑，
保证了桥体稳定性。桥上盖
了20间桥屋、两侧设风雨板、
桥面上铺了三四厘米厚的地
板，避免风雨侵袭，延长桥梁
寿命。这些数百吨重的木料、
瓦片、砖块压在桥上，越压越
紧越牢固。在350多年的岁月
沧桑中，北涧廊桥遭遇多次强
台风和洪水侵袭，包括 2016
年中秋节经受风力超12级的

“莫兰蒂”肆虐，廊桥仅局部受
创，主体仍安然无恙。

修复廊桥续遗梦

33座廊桥成为泰顺的旅
游金名片，使名不见经传的浙
南小县驰名世界，引来无数观
光客，游客们在游览泰顺廊
桥，观赏美景的同时，还感受
到厚重的文化传承。

当地政府非常重视对廊
桥的保护，特别是对修建廊桥

这门独有桥梁营造技艺的发
掘。2009年9月，营造廊桥传
统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急需
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前些年泰顺县与福建省
相关兄弟县市签订了《中国木
拱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备
忘录》，迈出了中国木拱廊桥
集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
要一步。廊桥“申遗”进一步
扩大了知名度，引来越来越多
的游客到泰顺寻觅“廊桥遗
梦”。

令人猝不及防的是，2016
年中秋，台风“莫兰蒂”引发的
暴雨，冲毁了薛宅桥、文兴桥
和文重桥三座国保级廊桥，使
中国木拱廊桥集体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进程陡然受挫，伤痛
席卷浙南民众，更令泰顺群众
惊心痛心。

尽快让受重创的三座国
保级廊桥重新“复活”，成为
泰顺群众的共同心愿。按照
文物修复要求，修复后的廊
桥必须 70%以上用原材料。
因此洪水尚未退去，三座桥
下游数万乡民就自发组织，
搜遍方圆百里，半个月搜寻、
搜集到被洪水冲走的木构件
数万件。当地几位技艺高超
的廊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
人，主动参与，对搜寻到的木
构件仔细辨认、分门别类编
号送回各自原桥址，为修复
廊桥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
奠定了基础。几十名中秋节
返乡与家人团聚的温商闻
讯，也纷纷慷慨解囊，为抢修
廊桥提供经费。

经过上百名能工巧匠一
年多的精心抢修，三座廊桥终
于涅槃重生，重新屹立于碧波
清溪之上。据泰顺县“非遗”
中心主任季海波向媒体披露，
省文物局七人专家组到现场
后，参考重创前的廊桥照片，
根据修复设计施工图纸实地
踏勘，仔细推敲设计和修复细
节，最终认定“大部分使用了
原有构件，最大限度保留了廊
桥的历史信息，总体质量符合
设计方案和各项规定，验收情
况良好。”

陈慈林 文/摄

岁末年关，被称为“矾
都”的苍南县矾山镇喜讯频
传。温州矾矿刚刚入选国
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的
首批国家工业遗产，苍南矾
山国家矿山公园被授予国
家矿山公园资格。矾山镇
又获评浙江省2017年度我
心中最美风情小镇，福德湾
获得浙江旅游总评榜年度
乡村旅游示范村，并被评为
福德湾 3A 景区。新年伊
始，矾山镇上榜第四批省非
遗旅游景区“非遗主题小
镇”。

日前，矿工文化街区基
本建成，城镇入口景观整
治、标志性雕塑建设、沿线
绿化美化和沿街房屋外立
面改造，地下管网和空中管
线整治以及街区道路综合
提升基本完成，矿车展示、
休闲公园、景观长廊等文创
设施全部投用……

日新月异的矾山，如同
年初上海铁路局开通直达
的“和谐之旅”旅游专列，昂
然驶入2018年。

苍南县矾山镇位于浙
闽交界，东海之滨，境内明
矾石矿藏丰富，储藏量约
占全国80%、占世界60%，
是名副其实的“矾都”，拥
有丰富的矿山景观资源和
矿业生产活动资源，是一
本集“藏矿、采矿、炼矿”为
一体的立体式教科书，有
650 多年的明矾开采和提
炼始历史。矾山炼矾技术
至今仍延续《天工开物》所
记载的“水浸法”，遵循“焙
烧、风华、溶解、结晶”四道
工艺，完整、系统地传承着
古老技艺，是迄今为止浙
江省文保单位中首个仍在
生产的工业“活遗址”，也
是矾矿采炼技术发展、工
艺变迁“活的教科书”。几
百年来矾矿明矾生产为民
生事业和民族工业发展做
出独特的贡献，延续至今
的工业生产流程工艺、相
关生产生活的空间场所建
筑、工人和原住民的民俗
文化等具备国家工业遗产
的核心价值。

70多岁的矾矿老工人
朱为宙对 650多年明矾生
产史留下丰富矿业遗迹也

是烂熟于心。他带我去看
了地面保存完好的煅烧炉、
锅炉房、风化池、结晶池和
锅炉烟囱等，也去细察了因
产业工人的世代聚居拥有
多处别具地域特色的人文
景观和历史遗迹，如康熙诏
书碑文、登山石步道、明矾
始祖宫、矿工石头屋、矿主
老宅院、工人大礼堂、苏式
办公楼、福德湾老街、朱程
烈士故居、人力挑矾古道、
工人运动遗址及一大批教
堂寺观、祭祀宗庙、医院学
校等，见证了矾山近现代工
业遗产与乡土建筑的完美
集合体。

多年来致力于遗产保
护工作的苍南县博物馆馆
长蒋久寿介绍，矾山镇福
德湾村半山腰的矾矿遗址
是近现代工业遗产与乡土
建筑的完美集合体，是浙
江省内为数不多的工业遗
产类省保单位，是我省工
业遗产的代表。该工业遗
产2005年3月被省政府公
布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以来，工业遗产保护
利用“开花结果”。福德湾
村2013年、2014年被分别
列为首批中国传统村落、
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而矾山镇于 2016 年 7
月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五批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016
年12月福德湾矿工村获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
区文化遗产保护荣誉奖。

十五年磨一剑。他表
示，苍南文物部门将坚持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永续
利用”，让其迈入“保护促利
用，利用强保护”良性循环，
部分实现“让遗址像公园般
美丽，让公园有历史般底
蕴”的目标。

2017年九三学社中央
委员会以温州苍南矾矿保
护为例，提交“关于推进工
业遗产保护的建议”被全国
政协正式立案。该提案建
议将苍南矾矿遗产保护作
为试点，将其纳入世界遗产
预备名录，条件成熟时可单
独或与周边相关地区，以及
具有相同产业历史脉络的
其他地区共同申请世界遗
产。 张耀辉

一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的世外桃源，一条“连峰数十
里，修竹带平津”的古道，一部
从魏晋遗风到盛唐气象的文
化史，一群飘逸潇洒，纵情山
水的诗人才子……一千多年
前，数百位唐代诗人先后选择
来到天姥山，完成心中的山水
人文朝圣。他们大多从钱塘
江出发，经古都绍兴，自镜湖
向南过曹娥江，溯源而上，入
浙江剡溪，走新昌的沃洲、天
姥，过天台山石梁飞瀑，载酒
扬帆，踏歌而行，留下了大量
脍炙人口的诗章，踏出了一条
可与“丝绸之路”相媲美的文
化之路——浙东唐诗之路。
天姥山麓的小城新昌，也因此
成为盛唐诗篇中难以磨灭的
文化符号，成为这条不朽诗路
上的重要节点。

灵秀山水谱出诗韵传奇

在《全唐诗》收载的2200
余位诗词作者中，有400余位
颇有声望的诗人，在这条“浙
东唐诗之路”上，写下了1000
余首佳作。灵秀俊逸的山水
诗篇在《全唐诗》中交错纵横，
为天姥山留下一个神秘的“文
化密码”，留下一段充满山川

诗韵的山水传奇。
1500年前，才华横溢的谢

灵运被逐官还乡，郁郁不得志
的他开始纵情山水。也是从
那时起，“壮志郁不用，须有所
泄处”的他，第一次慕名来到
了天姥山，还自创了一双木制
的“谢公屐”，写下了著名的
《登临海峤》等多首诗。

再之后，他又“伐木开
径”，打通了天姥山的几处险
要通道，一度吸引了众多诗书
画以及佛道人士络绎不绝地
来到了天姥山，在谢公的带动
下，“入剡隐居，占山筑卜”，成
为一时之风。“暝投剡中宿，明
登天姥岑。高高入云霓，还期
那可寻”等诗句流传出去，让
这里名声大振，众多文人心神
往之。

这条山道，就是后人世代
相传的“谢公故道”。新昌境
内古驿道保存最为完好的一
段在南明街道班竹村，村中长
约一千米、宽约两米的鹅卵石
步道饱经千年沧桑而历久弥
新，每块卵石似乎都写满清逸
的山水诗文。

交通既已便利，再加上对
先贤风骨的心向往之，此后的
数百年间，不断有文人墨客来

此游历。此间，诗仙李白“五
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
游”，他四入浙江，三入剡中，
二上天台山，唱出了“我欲因
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的
千古绝唱；诗圣杜甫在此徜徉
四年之久，仍对钟灵毓秀的剡
溪美景“欲罢不能忘”；孟浩然
泛舟江上，“时时引领望天
末”，数次询问“何处青山是越
中”，白居易更是撰文盛赞曰

“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
洲天姥为眉目”。《登临海峤》、
《梦游天姥吟留别》最终成为
了“中国山水诗”的开山之作，
天姥山，自然也成了中国山水
诗的发祥地。

传说典故勾出仙山轮廓

山水，是自然之造化，也
是文化之根基。新昌山水几
乎都与文化相生、相荣，在传
承中繁荣。除了山水诗篇，尚
有许多寻仙传说在天姥山山
民间口耳相传，尚有许多古迹
遗址在唐诗之路上流光溢彩。

最早提出“唐诗之路”这
一说法的学者竺岳兵曾出示
过一张“新昌天台段唐诗之
路”旅游线路图。在这张简单

的示意图上，穿岩十九峰、王
罕岭王羲之故居、南岩寺—铁
佛寺、大佛寺、谢公宿处、小石
佛、刘门坞、迎仙桥、班竹村、
天姥岑、顾欢修道处、真君殿、
沃洲、十八名士十八高僧雅集
处、智者放螺处、竺道潜山馆、
清凉寺、腾空山、横渡桥等一
个个名胜古迹，如一颗颗璀璨
的珍珠散落在天姥山周围，而
那条经由新昌县城、兰沿村附
近的古代水路和旱路（谢公古
道），如一条丝线，将颗颗珍珠
串成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

在新昌，这样有来历、有

传说的古桥、古街、古道、古建
筑、古村星罗棋布，不胜枚举，
沿着唐才子们踏歌而行的唐
诗之路徜徉，一不留神就会走
进历史里。

唐诗之路不单是一条诗
人吟颂浙东山水的诗路，更是
书法、绘画、诗歌交相辉映之
路，是文化昌盛、诗歌兴旺的
标志。在这条古老而又年轻
的文化之路上，一个个传奇正
逐渐揭开面纱，披上不失古韵
的现代外衣，展现出优美的文
化活力。

黄婉晶 何雅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年），嬴政听取了丞相
李斯的建议，焚毁书籍，坑
杀儒生。传说当时有一个
叫朱贤的儒生，侥幸未死，
到晚间又苏醒过来，他从坑
里偷偷爬出来，躲藏在深山
老林中，靠吃野生植物度
日。为了躲避官府的搜捕，
朱贤只好隐姓埋名，流落他
乡。几年后，秦始皇驾崩，
秦二世登极。朱贤辗转返
回了家乡，可家人都不见，
唯剩一片断壁残垣。原来，
一年前洪水暴发，妻子儿子
外出逃难不知下落。朱贤
悲伤难抑，跳入江中欲自
杀，后被一渔夫救起。当他
把自己的遭遇哭述以后，渔
夫却笑了：“老弟，不瞒你
说，去年发大水时，我曾救
起一少年。我看他老实能
干，便收为婿。据他讲也姓

朱，你不妨随我回家看看。”
一见面，果然是自己的儿
子，父子俩抱头痛苦一场。

时光流逝，半年后的一
天，朱贤正在街上卖鱼，从
人群中挤过一老妇人。朱
贤一抬头，不禁呆住了，这
不正是自己的妻子吗？几
经磨难，朱贤一家终得团
圆。那天渔夫特请名厨掌
勺，为朱家庆贺。厨师得知
朱家这些悲欢离合的经历
后，煞费苦心，烹制出一个
菜，精选了山珍海味、禽、
畜、鱼及蔬菜组合成，意喻
全家团聚之福。众宾客食
后，均赞不绝口。

从此，“全家福”这个菜
就在江南地区传开了。每
逢佳节，很多人家都爱烹制
这道菜肴。它不但取口彩，
而且因选料多样而具备多
种滋味。 阎泽川

泰顺：廊桥之乡觅遗梦

解读浙东唐诗之路

“全家福”的传说

苍南矾山镇：

“矾都”是一个
怎样的都？

泰顺北涧桥

浙江新昌力渊铸造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司认

缴注册资本由3,225,300.00元减至
748,914.66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
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浙江新昌力渊铸造有限公司
2018.1.13

杭州圣义休闲娱乐管理有限公
司注销清算公告：本公司股东（出资
人）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
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
出要求。

杭州临安建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吸收
合并杭州临安青山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杭州临安建飞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杭州临安青山废金属回收
有限公司合并。合并前：杭州临安建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合并前
杭州临安青山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50万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合并，
杭州临安建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续，杭州
临安青山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后，
杭州临安建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550万元。杭州临安建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和杭州临安青山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杭州临安建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临安建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建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杭州临安青山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定：杭州临安建飞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杭州临安青山废金属回收
有限公司合并。合并前：杭州临安建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合并前
杭州临安青山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为50万元。本次合并的形式为吸收合并，杭
州临安建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续，杭州临
安青山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注销。合并后，杭
州临安建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为550万元。杭州临安建飞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和杭州临安青山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的
债权债务由合并后的杭州临安建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
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杭州临安青山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大源镇博粤卷门材料经营部不慎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本公司（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孙佳饭店，注册号：
330181600856458）不慎遗失由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
江东分局2016年08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
作废。

本公司（浙江甲骨文超级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30100770809711Q（3/5）（4/5））不慎遗失
由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6年8月5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声明作废。

浙江艾诗雅特轻纺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10月17日名
称变更为现名：浙江梵彼斯特轻纺发展有限公司）遗失《对外
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备案登记表编号：00198483，声明
作废。

嵊州市针织服装行业协会，代码513306835023320809，
发票名称：浙江省社会团体会费票据，发票代码321，遗失号
码816226—816250及发票购领簿一本。

遗失2017年07月21日由金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金华市金东区陈文明包装服务部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30703MA29MU1D39，声明作废。

金华市正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经 金 华 市 正 捷 汽 车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703336931669T)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从1000万
元减至10万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金华市正捷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宁波优家玛特超市有限公司遗
失 2017 年 11 月 29 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代 码 ：
91330205MA282J596L；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3320039822701声明作废。
三门县宏昌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代 码 ：
91331022774360448W，声明作废。
宁波聚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副本，地
税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纳 税 号
330227340558772；遗失组织机
构 代 码 证 副 本 ，代 码
34055877-2，声明作废。
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公告：
个体工商户余姚市裕和电器厂（代
码 ：92330281MA283QKQ5J）转
型升级为企业，企业名称为余姚
市裕和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企业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原个体
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未结清的
债权债务，仍由该个体工商户经
营者承担。经营者：谢远红

宁波市鑫梦机械有限公司遗失2016
年2月22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代码：91330211MA281CFR24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宁波金工兴宇佳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
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
小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
销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高新区梵尚百诺
家具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手续。特此公告
清算公告：慈溪市雅鹏服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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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公告之日四十五日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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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鄞州若水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 2011 年 11 月 20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30212000192712；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 J3320019227401；
遗失财务章，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宁波市鄞州若水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本
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
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意发财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本公司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宁波盈和星泰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经股东决定，本公司
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组，
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
续。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