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宁波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的相关要求，经上级
批准，自 2017 年 7 月 3 日起，宁波市烟草专卖局 （公
司） 原海曙专卖管理所 （市场部） 更名为第一专卖管理
所 （市场部） ,驻翠柏路175号，电话：87311095；原江
北专卖管理所 （市场部） 更名为第三专卖管理所 （市场
部），驻鄞州区徐戎路 152 号，电话：87354563；原江
东专卖管理所 （市场部） 更名为鄞州区烟草专卖局 （分
公司） 江东专卖管理所 （市场部），驻鄞州区徐戎路
152 号，联系电话：87381590。原鄞州区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 集士港专卖管理所 （市场部） 更名为宁波市
烟草专卖局 （公司） 第二专卖管理所 （市场部），驻科
创南路 269号，电话：87381516。原奉化市烟草专卖局
更名为奉化区烟草专卖局，驻地及联系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宁波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2017年6月20日

关于宁波烟草所属
部分机构变更的公告

曾建华等4名机动车驾驶人 （人员名单见：宁波市
公安交管信息网—机动车和驾驶证处理公告栏，网址：
www.nbjj.gov.cn） 被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扣
留驾驶证后逾期不接受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 第 110条第 2款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已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决定。

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
达上述驾驶人，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请以上机动车驾
驶人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处罚决定机关领取处罚决
定书，逾期视为送达。机动车驾驶人如不服处罚决定，
可在公告期满后六十日内向宁波市公安局或宁波市人民
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向鄞州区人民
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7年6月20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曾
建华等4名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人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

赵斌等13名机动车驾驶人（人员名单见：宁波市公安
交管信息网—机动车和驾驶证处理公告栏，网址：www.
nbjj.gov.cn）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本市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超过十五日未接受处理。

对法定应当给予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暂扣或者吊销
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情形，机动车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未接受处理的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0条第 2款规定，拟
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

对上述告知事项，拟被处罚的机动车驾驶人有陈述、
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请以上机动车驾驶人自公告之
日起七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扣留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接受处理，并可以依法行使陈述、申辩权及提出听证
申请，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
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决定。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17年6月20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赵斌等
13名扣留驾驶证后逾期不接受处理驾
驶人拟作出吊销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

浙江康盛建设有限公司、王永定：

本院受理马国晏诉你方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 皖 0504

民初 382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2017年6月6日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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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江北记
者站张落雁 通讯员杨芝） 走在慈
城古城区的大街上，道路整洁且畅
通，过去无证摊贩四处穿行的现象
基本绝迹。由于新划了车位，加上
管理到位，占道停车的老问题基本
得到解决。前不久，省督查组一行
来到慈城镇，督查调研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行动推进和落实情况，对
慈城的改变给予充分肯定。

作为拥有一千两百年建县史的
古县城，慈城不但要把小城镇理得
干净整洁，做好“面子”工程，更
要打好文化牌，做好乡愁文章，抓
住文化内核，做精小城镇的“里
子”。依托江南第一古县城现有的
历史文化资源，慈城镇已形成“一
路一河一门户，四街一园多节点”
的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主体结构，
致力于凸显慈城古县城历史风貌、
提升慈城镇生活旅游魅力。

上兵伐谋，规划先行。依托精

良的规划方案，慈城镇实行“干部
直联”机制，全面动员领导到一
线、上火线。37个村6个社区的所
有联村 （社区） 干部，深入各村

（社区） 一线，做环境整治“宣讲
员”，加大宣传力度，冲锋在一线
破解环境整治难点。同时，慈城镇
主要领导利用住夜时间，听取各联
村干部关于本村环境整治现状与推
进情况，针对性发问直戳联村落
实。

每逢节假日，饱含古风古韵的
慈城总能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
观光。为此，规范城镇秩序，治理

“车乱开”变得尤为重要。为实现
交通拥堵“疏导”结合，解决行车
难、停车难等问题，慈城已完成古
城内公共自行车租赁 15 个网点布
局，新建了镇政府东侧停车场、城
隍庙停车场、清道观停车场等 7处
停车场，新增507个停车位。

对于“低小散”行业，慈城
镇正逐步深化“腾笼换鸟”。该镇
一方面借助拆改项目，消化一批

“低小散”，另一方面则加快古县
城招商，重构新业态氛围，同时
出 台 扶 持 政 策 ， 转 型 提 升 一 批

“低小散”。

做好“面子” 做精“里子”

慈城打造小城镇综合整治省级样板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
王珍珍）“七一”前夕，宁海县第一医
院退休医生、有着 58年党龄的王东
委托丈夫赵增富向宁海县委组织部
交了一笔 5000元的党费，夫妻此次
合计上交党费10000元。

这并不是老人第一次交纳大额
党费。2008 年汶川地震，宁海县广
大党员踊跃交纳“特殊党费”支援灾
区。王东第一个向组织交纳“特殊党
费”1000 元。截至目前，她和老伴已
累计交纳“特殊党费”21512元。

多年来，王东老人和老伴一直
热衷于慈善事业，据了解，过去 14
年，王东一家共捐款126000元。

2003 年，宁海县慈善总会开展
组织“慈善一日捐”活动，王东夫妻
俩便开始了他们的捐款之路，先是
每年捐款600元，从2010年开始，老
人家每年的捐款增至10000元以上。

“国家对退休干部相当关心，自
己的生活好了，不能忘记还有贫苦

的群众，要尽一些自己的微薄之力，
让受捐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对于自己的善举，王东老人说得很
平淡。

其实，王东老人一家并不富有。
王东是宁海人，出生于 1940 年。为
响应国家号召，结婚第三天，她就同
丈夫赵增富一块远赴宁夏支边。上
世纪 70年代一家人回到宁海时，全
部家当就是一辆自行车、一台收音
机、几件旧衣裤。很长一段时间，一家
人一直住在4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如今老两口居住在宁海城东一
套拆迁安置房中，装修极其简单。王东
老人身上自己买的衣服从没有超过
100元，买菜也总是买最便宜的。

在王东老人家里采访时，记者
看到了一大叠的《捐赠证书》，这是
老人最为“宝贝”的家当。整理着一
本本捐赠证书，王东笑着告诉记者，
能够用有限的钱帮助别人，这就是
快乐。

特殊党费一交就是5000元，夫妻俩14年捐善款12.6万元

宁海这位退休医生令人钦佩

本报讯（实习生孙佳丽 记者
殷聪 通讯员黄辉）近日，奉化区
市场监管局协同当地公安部门联
合查获了一起假冒汽车配件大案，
现场扣押标有“奔驰”“宝马”等商
标的假冒汽车配件 1.4 万余套，涉
案金额逾500万元。

日前，奉化区市场监管局接到
群众举报，称西坞街道一企业有生
产销售假冒汽车品牌刹车片的嫌
疑，且数量较大。在举报人的带领

下，该局稽查大队对涉嫌违法企业
的各个经营场所展开调查摸底，公
安部门提前介入，联合分析案情，
并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

两天后，两部门对涉案企业的
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及包装盒存放
场地同时展开突击检查。现场查获

“宝马”“奔驰”等品牌刹车片样品
及销售记录若干；各类知名汽车品
牌成品刹车片 1.4 万余套（每套 4
片）；各类知名汽车品牌刹车片包
装盒 7.3 万余只，商标贴纸 3 万余
张。经相关品牌权利人鉴定，上述
物品均属商标侵权物品。

目前，此案已移送公安机关，
当事人已被刑事拘留。

奉化查获重大商标侵权案
涉案金额逾500万元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刘波）昨天，镇海区教育局微信公
众号镇海教育门户的“朗读者”栏
目推送了蛟川双语小学徐曼齐同
学的一段朗读视频“我想”。这已经
是镇海教育门户推送的第 10位朗
读者了。

在镇海，想成为公众号推送的
“朗读者”的门槛并不高，只要用手机
录一段朗读视频，并提供朗读内容、
自我介绍及朗读理由的电子稿，就有
可能如愿。在之前的10位朗读者中，
既有中小学生，也有教师和家长。

为进一步扩大镇海教育门户的

影响力，镇海区教育局于 2017年 5
月向全区学校发布了开通“朗读者”

“行路者”和“写作者”三个互动类栏
目的通知。这三个栏目分成三季推
出。其中“行路者”主要推送师生在
暑期或假日游学或旅游的所见所闻
所思。“写作者”栏目主要推送教育
工作者和家长或各界人士的优秀短
文。年底，区教育局将评选出优秀

“朗读者”“行路者”和“写作者”。
据介绍，目前“朗读者”栏目的

投稿非常踊跃。“行路者”和“写作
者”的投稿，分别从 7 月 15 日和 9
月15日开始。

镇海教育局微信公众号
推出“朗读者”等互动栏目

为了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鄞州福明家园社区“先锋e号”推出党员“预
约式”志愿服务。居民可以根据需求来社区进行登记，然后由社区根据志愿
服务项目时间表，安排党员志愿者上门。图为 6月 19日，“先锋 e号”党员志
愿者为预约了清洗空调的独居老人上门服务。 （刘波 摄）

近日，宁波检验检疫局以举
办 2017 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
国低碳日活动为契机，组织开展
了“节能有我 绿色共享”健步
骑行活动。

图为健步骑行活动在局机关
大楼启动。

（李小龙 摄）

节能有我 绿色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