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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吴潇萍、沈颖惺 见习
记者邹伟锋报道 在交通行业内
有一句话叫做“桥头跳，浙江到”，
说的是我省交通建设存在的软基
问题。如今这个问题在杭州绕城
高速公路西复线湖州段工程（以
下简称杭州二绕湖州段）成功破
解，26万根搅拌桩“聪明”地撑起
32.5公里“嫩豆腐”。

“浙江软基施工20年前是质
量通病，20年后还是质量通病，成
了交通人的心病。这次以湖州段
项目为试点，实行‘摘帽子’工程，
抽丝剥茧解开了20多年交通人‘心
结’。”杭州二绕湖州段指挥部负责
人程义说。

一人一机全时段驻点

2017年新年伊始的一个夜晚，
对于杭州二绕湖州段课题小组这
个年轻的团队来说，是初心点燃的
时刻，是一切的起点。

那天，来自上海、江苏以及省内
多地的软基专家汇聚在杭州赞成宾
馆的小会议室。窗外，是即将过年
的洋洋喜气；会议室内，是思想碰撞
的星星火花。历经七小时的激烈讨
论，杭州二绕湖州段的软基设计在

反复斟酌后确定了最终方案。
杭州二绕湖州段项目全长

50.8公里，其中软基路段达32.5公
里（主线 11.7 公里，匝道 17.9 公
里，连接线2.9公里），是目前全省
在建工程中最长的软基施工路段。

“软基处理是浙江交通行业的
‘心结’。”团队成员之一陈毅说，
“如果真的解决了，那无疑是职业
生涯中很重要的一笔。”

新年一过完，整个团队都迅速
“动”起来。借鉴江苏省引入“物联
网”技术的先进经验，课题小组瞄准
方向，引入新系统，为试桩铺平道
路。与此同时，课题小组立即学习
应用新系统，并做好试桩前期工作。

“软基处理完成后，才可以进
行下一步路基施工。所以这次试
桩，求稳必胜。”陈毅说，结合过去
十多年的试桩经验和设计院古海
东博士提出的建议，团队讨论出6
种试桩工艺，并且每种工艺应用
到6根桩上，工作量大幅增加。

4月，试桩正式开始。为确保
试桩数据的有效、实时采集并上
传，团队6个人一人一机全时段驻
点在现场，盯牢36根桩从现场后台
制浆、送浆到打设的每一步。

“苦了点，但挺值得。”团队一
个月的汗水和努力取得优良成果
——新系统成功匹配应用，搅拌桩
的最佳配比出炉，搅拌桩桩身均匀

性、芯样完整性均得到显著提升，
“心结”打开在望。

愈挫愈勇攻克难题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
感，工人操作失误、搅拌桩叶片断
裂等各种问题冒出来。

白天，在工地上监督工人操作
使用，紧盯每根桩的施工工艺是否
规范；晚上，团队汇集在指挥部，复
核实时数据上传情况，不断反思数
据漏洞原因。

之后的半个月内，整个团队以
前所未有的执行力攻克难题，第一
时间想出最优解决办法并执行。
比如，将搅拌桩的叶片数量增加到

6片，从而避免叶片断裂后报废一
整根桩的情况，也增加了桩身的搅
拌次数，提高了均匀性；在物联网
监测平台升级优化监测系统，显示
复搅情况，通过成桩时间的返算，
从而杜绝“超速桩”的存在；新增预
警系统等等。

“2018年8月，115个搅拌钻机
同时开工，系统后台从容应对各种
突发情况，极大提升了项目施工的
管理效率。”陈毅说，软基问题至此
得到成功破解，26万根搅拌桩“聪
明”地撑起32.5公里“嫩豆腐”。

如今，在采用物联网技术进行
搅拌桩施工全过程远程监测研究
实现了每根搅拌桩质量全数字化、
施工全过程跟踪、可反馈和可追
溯，同时基于大数据可以实现异常
情况报警及保护。

不过，这个团队的梦想不止于此。
“ 我 们 能 为 行 业 带 来 什

么？”——树立一个样板经验，成为
行业新标准。以一年的现场试验数
据和理论分析为基础，结合我省水
泥搅拌桩检测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
果，团队创新性提出了基于物联网
技术的搅拌桩施工质量等级评定办
法，在业内具有很强的推广价值。

26万根搅拌桩撑起
32.5公里“嫩豆腐”
杭州二绕湖州段软基课题小组攻克20多年难题

本报讯 通讯员应红枫
报道 近日，“大庆452”号油
轮靠泊全国最大单体石油基
地——中化兴中石油转运
（舟山）有限公司岙山基地，
中化兴中公司业务部根据有
关船报安排，结合当天潮流、
潮位以及码头情况，启动生
产自动化智能操作系统靠泊
作业流程，比以往作业时间
缩短45分钟，使油轮靠泊作
业达到最高效率。

近年来，中化兴中岙山基
地生产作业自动化系统不断
推进智能化作业架构，在统一
数据采集和存储的基础上实
施相关功能，缩短了船舶报批
时间，极大提高生产作业效
率。

据介绍，中化兴中岙山
石油基地自动化系统主要由
执行层DCS（集散型控制）系
统、控制层MA（油品移动自
动化）系统、管理层MES（生
产运行管理）系统三个子系

统构成，通过人工设定源头
（罐）、目标（输油臂）、动力设
备（泵）、关键设备（阀门），就
能自动选择出最佳的生产作
业流程并自动化操作执行，
执行过程中所有的步骤都通
过 PHD 数据库汇总到 MES
系统中，实现“数据同源、闭
环管理”的信息管理模式，是
目前国内油库中最先进的流
程控制系统。

截至目前，中化兴中公
司岙山基地通过自动化系统
累计完成 1000 余艘次外轮
靠泊的申报及反馈，系统监
管部门使用账户注册达 50
余个，涉及港航、海关、海事、
边检等部门。同时，还专门
开发了客户版手机端 APP，
保证了货主及船方能实时了
解所辖的作业内容，提升了
广大客户的满意度，为进一
步开拓市场业务、打造浙江
自贸区油品全产业链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作业时间较以往
缩短45分钟

岙山石油基地智能化建设显成效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 通
讯员王浩、赵雨晴报道 产品急
于出口，客户要求第三方检验机
构作现场检验并出具检测报告
怎么办？近日，台州黄岩的浙江
赛豪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虞伟
炳遇到这个难题，第一时间找到
了当地的模塑产业“一站式”公
共技术服务平台。在这一平台
帮助下，两小时后，虞伟炳和国
外客户就收到了检测报告。

模塑产业检验检测平台实
现企业“零跑腿”，这样的高效和
便捷在浙江并不是个例。记者
从日前举行的全省市场监管系

统科技周启动仪式上获悉，像黄
岩这样的“一站式”公共技术服
务平台，今年浙江还计划打造30
家以上，提供集标准、计量、检
测、认证、商标、专利、反垄断等
技术支撑于一体的“一站式”服
务，以高科技手段和优质服务助
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同时，今年省市场监管部门
计划实施“11551”行动，年常态
开放实验室100家以上，组建专
家服务团队100个以上，开展质
量提升活动500个以上，服务企
业5万批次以上，为企业减负1
亿元以上。

我省计划打造30家以上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集标准、计量、检测、认证等技术支撑于一体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报道
“这简直是太方便了，不出办公
室就能拿到海关签发的原产地
证书……”日前，我省（除宁波
外）首份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
成功，拿到证书的浙江柳桥实
业有限公司的产地证书手签员
小黄有些激动和开心，她切实
感受到了海关推广的“原产地
证书自助打印”新举措给她工
作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方便：省
时，省力，更省钱。

据小黄介绍，2018年公司共
申办各类原产地证书1595份。
为办理证书，她需要开车近一个
小时早早地来到海关行政审批
签证窗口排队取证，有时由于窗
口排队拥挤，拿一份证书来回折
腾至少半天。现在足不出户，点
点鼠标就可以拿到原产地证书，
时效性大大提高。

为优化营商环境，让数据
代跑腿，让企业少跑腿。海关
总署决定自 2019 年 5 月 20 日
起在全国海关推广 15 种原产

地证书自助打印。企业在网上
申报原产地电子信息，由海关
审核后，可在企业端直接打印
出完整、有效的原产地证书，这
打通了原产地业务电子化办理
的“最后一公里”。自助打印公
告发布后，钱江海关迅速推进
该项工作，举办关区企业原产
地证自助打印培训会，实地辅
导企业做好自助打印前期准备
工作。目前已对辖区内原产地
证书业务量大、有自助打印需
求的58家企业、62人次进行了
培训辅导。

2018年钱江海关共签发原
产地证 26.6 万份，金额 120.82
亿美元，同比增长9.01%。辖区
内企业享受国外的税收减免
4.31亿美元，为企业节约了巨额
成本。目前自贸协定原产地证
书涉及出口到“一带一路”的国
家共有33个，为出口到“一带一
路”国家的企业减免关税3.45亿
美元，有力推动了“一带一路”的
发展。

通讯员齐振松、徐盛摄影报
道 日前，在开化县池淮镇工业
功能区内，工人们徒手搬起建
材，像搭积木一样建造房屋。
这是浙江弘昇新型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在此运用EPS模块新型
节能建筑材料兴建的样板房。
弘昇EPS模块今年 3月已通过
国家化学·建材质量监督检测
中心检测，其强度是砖墙 7.2

倍，可抗八级地震。
该公司于去年7月在开化池

淮镇工业功能区建成投产，生产的
EPS模块，具有耐火、防潮、抗震、
环保、施工周期短等优点，可节约
10%~15%的建房成本。同时具
备良好的隔音、保温效果，且可融
入钢筋、混凝土砌筑牢固的墙体，
建设楼房高度可达24米。

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告诉笔者，作为一种
新型建筑材料，EPS模块的应用
是未来建筑的新方向之一，环
保是其最主要的优点之一。其
一，生产EPS的原料多样，其中
就包括废弃物，EPS的普及将大
大提高废物的回收利用率。其
二，EPS模块在施工过程中多为
干作业，建筑过程中产生的污
染将会大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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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程雪 通讯员王海霞报
道 在新零售时代，“人、货、场”正
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
智慧门店不断茁壮成长，流量与销
售渠道持续升级改造。2016年，德
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加入了庞大的线上商家队伍，开启
了一次新零售与互联网家装深度
融合的“奇幻旅程”。三年时间里，

“兔宝宝”探索出一套线上云店+线
下智慧门店的运营新体系，重塑业
态结构，这家传统的家居建材企业
在转型升级的旅途中一路展翅，一
往无前。

锁定80、90后，“进军”天猫商城

近年来，“80后，你中产了么？”
“第一批90后已经不敢换工作了”
等话题热度持续不减。网民们可
能在这些“喊话体”中自娱自乐，而

“兔宝宝”电商运营中心副总经理
项亮亮却从中看到了新商机，“正
因为80后和90后逐渐成为社会的
中流砥柱，所以买房、装修也是他
们成长的一部分，如今，他们算得

上是公司消费的主流群体，迎合这
部分人的喜好和购物习惯才是我
们的战略目标。”

对于成长在互联网黄金时代的
80后、90后而言，网上购物已经是
一种消费习惯。因此，2016年，公
司改变了以往单一的线下销售模
式，以天猫旗舰店为依托，运用阿里
巴巴品牌号、数据银行等先进技术
手段，对线下门店商品生产、流通与
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
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并深度融合了
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和现代物流。

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平台的
品牌人群画像可以为网上店铺统计
出更精准的数据——25至35岁的
消费者占总数的48%，这一数据给
了公司的电商运营中心更多新启
示，比如网站中展示的家居设计、风
格等可以偏向于这一年龄层。

线上、线下一体化实现消费升级

虽然当下网络购物平台十分
火爆，很多商品直接进行线上买
卖，但家居建材行业很特殊，需要

帮助消费者实地测量、设计，后续
还要安装。因此，成立天猫旗舰店
对这家公司来说是一个勇敢的决
定，“我们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
头——优化用户体验，拥抱新变
化。”项亮亮说。

带着这份决心，整个电商运营
中心便行动起来，制定出线上云
店+线下智慧门店的新零售模式，
提供集“集客、订单服务、设计、产
品服务、智慧门店服务、成长培训
服务”等板块的综合服务体系。

具体来说，线上云店包含了商
品场景化展示、宣传“兔宝宝”品
牌、商品咨询、开展优惠活动、门店
定位等功能。“我们希望消费者打
开我们店铺的页面，就如同走进实
体店一样，所以，通过3D建模做出
多种场景的效果图，供人们参考对
比。”项亮亮介绍说，为了展示多样
化“买家秀”，设计效果图从空间入
手，比如厨房、客厅、儿童房等家具
场景均囊括其中；最后在风格落
地，时下流行的北欧风、欧式风、简
约风格均有展现。

线上平台为品牌的营销起到宣
传和引流的作用，人们在线上了解
并挑选商品，完成交易，最后在线下
智慧门店完成测量、安装等流程。
目前，全国范围内，公司线下智慧门
店已经近3000家，几乎覆盖所有省
份，消费者网上购物可享受实地测
量、设计、安装等一条龙服务。

这种全渠道、全场景的线上+
线下一体化模式不仅帮助实体店
转型，而且提升了消费者的购物体
验，加快了流通效率，最终实现消
费新升级。

创造品牌价值，迎接促销战

这是一招“整合创新”的妙
棋，在去年两次天猫购物狂欢节
得到充分体现：“6·18”期间，店铺
基础建材销量破3000万，位居基
础建材TOP1，新零售销售额同比
提升679.22%；“双11”期间，天猫
旗舰店总成交额破2亿，累计进
店人次突破120万。

今年，公司电商运营中心乘胜
追击，在春天这个装修旺季设立

“品牌欢聚日”，从4月1日到28日，
线上店铺产品主打一口价套餐价，
包括“榻榻米空间定制、六大空间
随心定制、易装服务”等套餐，这样
计价简化，权益流程清晰可视，简
化消费者选购流程，创造了轻松风
格的消费体验。

截至4月27日，累计成交额
4520万，引流29万+新客人群，店
铺新注册会员12000多个，商品浏
览量是去年“6·18”期间的1.5倍，
创下新纪录。

“我们的初心是想通过在线上
设立一个品牌日，固化品牌价值，
没想到做出了这样一份意外的好
成绩。”项亮亮认为，这次营销的制
胜点有两点：其一，集中式进行活
动曝光，对产品进行“强势种草”，
最大化辐射潜客人群；其二，全渠
道、全场景创新流量矩阵资源共
享，大量优质的客户数据被导流到
线下，大幅度提升门店成交转化。

现在，公司电商运营中心正摩拳
擦掌，准备迎接“6·18”年中大促、9月
家装节、“双11”等促销战的到来。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熊 小 芳
记者羊荣江报道 据浙江天马
热电有限公司燃料部日前统
计，4 月份完成水路运输电煤
5.2万吨，节约电煤运输费用52
万元。这是绍兴市港航部门

“三服务”帮助企业降本增效的
实例之一。

浙江天马热电有限公司主
要经营热力发电并供气，2018
年消耗电煤130万吨。安全、稳
定的电煤供应是公司的重点工
作之一。之前，电煤由嘉兴乍浦
港用汽车运输至厂区。每天
4000 吨电煤需要 40吨装载量
的汽车100车次，等待卸煤的汽
车从厂区一直排到党老线上，影
响附近的交通和环境。马路拥
堵、公路治超、环保要求等，导
致煤炭供应不稳定，企业迫切
希望开辟第二条供应通道。

绍兴市港航部门开展“三服
务”走访“天马热电”，了解到企
业的煤炭供应难题，当场建议公
司考虑采用水路运输电煤，并详
细介绍周边码头的情况。随后，
积极为企业和码头业主牵线搭
桥。最终“天马热电”成功“牵
手”绍兴市七兴电力热能有限公
司码头，并于今年4月开始实质
性“联姻”合作。

4月底，“天马热电”燃料部

负责人王惠良反馈：“现在每天
水路供应煤炭 2000 吨左右，3
艘船次取代了50辆满载汽车往
返嘉兴，且每吨可节约运费10
元。对公司而言，更重要的是
多了一条稳定的供应通道。”他
同时代表公司反映，下一步公
司想拥有自己的电煤码头。绍
兴市港航部门很快指定一名服
务联系人，方便“天马热电”在
码头建设选址、审批等方面获
得专业服务。

今年3月份以来，绍兴港航
部门开展全市“百家重点货运
企业大调研”活动。目前对全
市115家大型运输企业初次摸
排走访已经进入尾声，有“公转
水”意愿企业34家，涉及货运量
超过3567万吨（其中具有自建
码头意愿企业24家，涉及货运
量超过 3300 万吨），按每吨节
省运费10元计算，可为企业降
低成本3.567亿元。

下阶段，绍兴港航部门将
成立精准服务小组，对有意向
建造港口码头、“公转水”的重
点运输企业开展针对性服务，
同时组织货源企业与水运企业
对接会、水运项目建设现场会、
水路“散改集”推介活动等，帮
助尽早实现水路运输，降低企
业运输成本。

“天马热电”
月节约运费52万

绍兴港航“三服务”助企业降本增效

“品牌欢聚日”成交额4520万
“兔宝宝”线上云店+线下智慧门店掘金新零售

真正实现办证“跑零次”
我省首份企业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签发

拍 卖 公 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5月31日下午2:30在杭州

体育场路229号本公司会议厅拍卖如下标的：
一、拍卖标的、起拍价及拍卖保证金：
杭州市环城北路90号1-5层房屋五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约1500.99平方米（其中有证面积1188.99平方米，无证面积
约312平方米），起拍价146.3万元/年，拍卖保证金30万元。

二、竞买条件：（1）成立5年（含）以上、注册资金300万元
（含）以上的企事业单位（2）业态不得经营餐饮、娱乐场所及易
燃易爆、污染大、噪音大的项目，以及委托方不允许经营的其
他业态。

三、展示及咨询：即日起至2019年5月30日9:30至16:00
（节假日除外）在标的所在地展示，看样电话13957152437徐
先生。

四、报名时间：即日起至5月30日16:00止
五、报名方式：竞买人须于5月30日前将拍卖保证金交入

本公司账户（保证金账户：浙江华鼎拍卖有限公司；开户银行：
杭州银行求是支行；账号：78808100085119）。竞买人交纳保
证金后至本公司办理报名竞拍及登记手续，报名登记须提交
有效身份证件及交款凭证，并签署竞买证，签收拍卖会资料。

拍卖公司地址：杭州体育场路229号粮油大厦916室
咨询电话:0571-85195793,13357192831

浙江华鼎拍卖有限公司

派生分立公告
经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会决

定：本公司分立。本次分立的形式为派生分立。杭
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分立为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和杭州民生科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分立前杭州民
生药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8897万元。分立后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7897万元，杭
州民生科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
万元。分立后，原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的债权债
务由分立后的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和杭州民生科
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承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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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4日

杭州百花文化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法人章和财务章，声明
作废。

杭州鸿运服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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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九云服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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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创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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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散公告
诸暨市泓兴袜业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会于2019年5月14日决议
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联系人：崔雪玉，
电话：13858518088。

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浙江青年专修学院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 2019 年 5 月 22 日起 90 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近日，柯城公路路政中队执法人员巡查时，
发现有人在路边擅自占道设置摊位。执法人员
立即下车劝阻，责令其自行搬离，同时告知擅自
在路边摆摊设点的危害性，说服其自觉遵守相关
规定，合法经营。流动摊主心知自己的违法行
为，对于路政人员的耐心教育虚心接受，自觉清
理摊位。 徐小娟 张小娟

柯城路政柯城路政：：
依法清理流动摊位依法清理流动摊位

减资公告 经金华市地旺农业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03MA2DCLF35R）股东会决
议：本公司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减至
5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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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华市地旺
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金华市婺城区柳莺家庭农场遗失财
务专用章，编号:3307020035964，声
明作废。
长兴夹浦小樊电动车商行（税号
92330522MA2F4D5T01）遗 失 机 动
车销售统一发票（第一联第四联）一
份，发票代码 133001920269，发票号
码01397812，声明作废。
南 浔 名 厨 干 货 店 （ 税 号
92330503MA2B3PG23M）遗失通用
手 工 发 票 5 份 ，发 票 代 码 ：
133051860831，发票号码：00978084、
00978088、 00978093、 00978094、
00978097，声明作废。
安吉递铺四月天特产商行（社会信
用 代 码/税 号 ：
92330523MA2F9HTD0W）遗失浙江
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1份，发
票 代 码 133051830333，发 票 号 码
00392195，声明作废。
安吉递铺雪贤日用品商行（社会信
用 代 码/税 号 ：
3305231955042662265P）遗失浙江省
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1份，发票
代 码 133051730433，发 票 号 码
00004288，声明作废。
宁波大智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3302100031493，声明作废。
湖州织里上官副食店遗失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330506600104820，声
明作废。

徐连奇所有的以下保险单证丢失：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印刷流
水号为[1910129531]的单证[公安交管
部门留存联]，共[1]份。声明作废。
湖州永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湖
州 市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局 吴 兴 分 局
2017-12-5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30502MA2B3M3J1C，声明作废。
舟山科来华建材家居市场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章号 3309040010686声明
作废。
宁波锦拓包装用品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号3302820259155，声明作废。
徐 烨 遗 失 登 轮 证 ，证 号
320283199812223670，声明作废。
叶凌遗失台州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开具的暂收款收据 1份，NO:
0000739,金额17306.25元，声明作废。
浙江安恒工程安装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编号3302060190904，声明作废。
宁波洛客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章（编号：3302110079619），声明作废。
浙江泽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钟公庙靓动服饰店遗失公
章，编号3302120298026，声明作废。
海运提单：义乌商翔贸易有限公司
遗 失 提 单 一 份 ，船 名 航 次 ：SAN
FERNANDO/911W， 提 单 号 ：
NBOSTS19030532，声明作废。
张岳明遗失保险执业证，证号020002
33020080002017006495，声明作废。
宁波傅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因公司
已核准注销，特将本公司劳务派遣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3302042015
06180011予以注销，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宁波爱凌丰建材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定，将注册资本由100万
元人民币减到 20万元人民币，并按
有关规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特此
公告

天台县春山酒厂老厂门市部遗失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331023000033306，现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浙江新昌恒惠物产有限
公司根据2019年5月23日股东会决
议，拟将公司注册资本从800万元减
至30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浙江
新昌恒惠物产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宁波奉化兔巴哥装饰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0283MA2AGD1N7T）经股东会
决议，将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
币减到 3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
定办理工商减资手续。特此公告
杭州柏源节能工程投资公司:周明福
本人从省高院收到贵公司于2018年
12月 28日给杨义望出具投资款《情
况说明》，本人同意按该《情况说明》
清算，贵公司和本人债权债务另外
清算。贵公司若有异议在见报五日
内给予提出，或者视为同意。 周
明福，杭州市湖墅南路 255号 2号楼
208室，电话;13905813368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周文栋33028119
8911030051、周扬3302241995102014
19、汪涵331022199612050778、袁策3
30283199505282314、李维挺3302831
9970917231x、吴萍萍3325251993070
46323、欧辰 330225199310152276、王
凯栋330283199301266451、胡蒲泉33
0283199606276423、张佳宁33062119
9612201586、王金麒33068219961106
0470、李梦琪 342623199907108529、
杨文吉331022199511071473、范克33
0205199505054814、郭海超33020519
9106220918，以上人员未经同意并未
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长期离职，
已实际和我公司脱离了劳动关系，
本公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关
系，特此公告

浙江启明星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