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亚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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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杨亚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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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苛等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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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法定应当给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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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宋苛等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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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关于调整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税务局税收管辖范围的公告

为适应宁波国税征管改革需要，宁波
市国家税务局研究决定，宁波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不再与宁波市国
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合署办公。

原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管
辖的纳税人，其主管国税机关调整为宁波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特此公告。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
2017年9月19日

我司开发的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吾悦
广场一期项目（即 1#-9#住宅楼、1-1#商铺、
1#楼底商、1#商铺、3#楼底商、7#楼底商、2#
商铺、8#楼底商、9#楼底商）已竣工验收合格，
并具备交付条件。

现发布公告，决定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29日分批（各楼栋具体交付时间详见我司
发出的入伙通知书）在吾悦广场一期项目 2#
商铺内集中办理交付手续。

特此通告
宁波新城万博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吾悦广场一期交付公告

根据 《关于做好 2017 年宁波市
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培养人员选
拔工作的通知》（甬人社发 〔2017〕
79 号） 精神，经个人申报、所在单
位及区县市人社部门或市级主管部门
审核推荐、专家评审、市人才工程联
席会议综合审议，拟确定第一层次人
选66名（其中直接列入26名），第二层
次人选 134 名，第三层次人选 316 名，
其中第二、三层次人选名单详见“宁波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网址：
www.zjnb.lss.gov.cn)，现予公示。

一、反映问题方式：在公示期
内，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信、来
电、来访的形式，向宁波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反映公示对象的问题。
单位名义反映问题的，应加盖公章；
个人名义反映问题的，请署本人真实
姓名，以便查证。

二、公示时间：从9月19日起到
9月23日止，共5天。

三、联系部门和受理电话
联系部门：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通信地址：宁波市江东区和济街

95号；
邮政编码：315040；举报电话：

83867176。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7年9月19日

关于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
2017年拟入选人选名单的公示

第一层次拟直接列入人选26名

付 俊 中科院宁波工业技术研究院慈溪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赵 超 中科院宁波工业技术研究院慈溪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孙 圣 宁波欧琳厨具有限公司
解 明 宁波柔创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胡 玮 宁波润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又举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刘 钢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王保敏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王军强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杨洪新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杨明辉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高平奇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汪 伟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王海桥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肖江剑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徐 剑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汪志明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梁 卿 宁波大学
韩 磊 宁波大学
李加林 宁波大学
段世伟 宁波大学

蒋仲庆 宁波工程学院
徐达文 宁波工程学院
高章华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石 泳 宁波诺丁汉大学
吕慈仙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第一层次选拔拟入选人选40名

汪国云 余姚市林业特产技术推广总站
李立军 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
冯振礼 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
马 萍 国家文教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倪大成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吴利文 宁波市孔浦中学
贺云波 宁波知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瞿海雁 宁波建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王 欣 宁波市第六医院
许 丰 鄞州人民医院
郭 昶 奉化区实验小学
易鹏鹏 宁波松科磁材有限公司
朱 凌 吉利汽车研究院 （宁波） 有限公司
姚再起 吉利汽车研究院 （宁波） 有限公司
杨洪刚 宁波中创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崔文国 长木 （宁波）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王 姬 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沈 毅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
李冬瑜 宁波市第二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
毋瑾超 宁波海洋研究院
李 红 宁波广电集团多媒体新闻中心
凌建刚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姚燕明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曾志翔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祝颖丹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汤进军 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宁波分院
陈先锋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傅科杰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史西志 宁波大学
龚虹波 宁波大学
邵兴锋 宁波大学
干 宁 宁波大学
仇 丹 宁波工程学院
岑仲迪 浙江万里学院
王进波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徐亦冬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刘春香 宁波大红鹰学院
王 琪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陈 罡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吴向鹏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 2017年拟入选人选名单（第一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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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燕 通讯员潘
慧敏） 记者昨日从宁波轨道交通获
悉，3号线一期工程计划于2019年
底建成通车，从今天起至 10 月 15
日，宁波轨道交通向社会公开征集
出入口雨棚设计方案。

宁波轨道交通 3 号线一期工

程是我市轨道交通线网中南北向
的骨干线，串联了鄞州中心区、
江 北 区 。 工 程 南 起 鄞 州 高 塘 桥
站，北至江北大通桥站，全长约
16.72 公里，共设 15 个车站，均为
地下站。

地铁出入口作为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中的重要一部分，不仅反映城
市交通设施的风貌，也是展示城市
形象的重要窗口。3号线一期全线
共 15 个车站，如何让车站出入口

“最宁波”，最体现城市形象？宁波
轨道交通提出了四条核心原则：满
足车站作为交通工程的功能需求；

考虑宁波地域特色、人文艺术特征
和历史文化感，融入宁波特色元
素；易于识别，与城市风貌、周边
环境融合协调，具备较高的受众
度；融入绿色、环保、可持续的设
计理念，可进行批量生产和安装。
优胜奖将获得2万元的奖励。

3号线一期2019年底建成通车
出入口雨棚征集设计方案

本报讯 （记者董娜 通讯员
陈佳浩） 9 月 16 日 2 时 20 分，一
架澳洲航空 QE7543 次全货机缓
缓降落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据
悉，这是宁波空港首次迎来澳大
利亚的全货机。

据 了 解 ， 这 架 飞 机 载 着
21.68 吨婴幼儿保健品等澳洲产
品，从悉尼直飞八个半小时抵达
宁波机场。这批货物由宁兴优贝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跨境电商方

式进口，将通过其网络销售平台
销往全国各地。这架全货机的试
航，为“澳洲—宁波全货机航
线”的开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意味着宁波空港货运业务将从亚
洲、欧洲、美洲正式跨越到大洋
洲，拓宽宁波空港的航线覆盖范
围，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宁波
跨境电商商品的进口时效，推动
我市跨境电商业务再上一个平
台。

宁波空港迎来
首架澳洲全货机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徐琼） 昨天，宁波诺丁汉大学学生
创新活动中心正式开启，中心占地
2200 平方米，有五六个篮球场那
么大，据悉，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
学生创新活动中心。学生们有了自
己的活动中心，学生社团也有了自

己的办公室。
创新活动中心集合了创新的联

合办公概念，各个学生社团可以在
中心里协同工作，闲暇之余还可以
在健身区运动休闲。中心里的排练
室和演播厅，都采用最先进的隔音
技术，这样一来，即使排练高分贝的

摇滚乐也可以不打扰到外面的会
议。专业打造出全露天的路演平台，
还能够举办小型露天音乐会。

值得一提的是，创新活动中心
还有近十个工作空间，向学生开
放。“学校鼓励学生创新，任何学
生有创意都可以申请入驻，他们可

以设计工作空间，也可以向学校申
请创意经费。”宁波诺丁汉大学学
生发展中心主任张赟说，“学生创
新活动中心的成立为学生提供了一
个全新的学生活动体验平台，能够
为学生营造良好的交往空间，提升
沟通品质和效率。”

占地2200平方米

宁诺建起国内最大学生创新活动中心

昨天，鄞州东胜街道泰
和社区的安全管理人员为辖
区一企业粘贴“红黄绿”安
全三色牌。据介绍，安全三
色牌的红色代表某企业在安
全生产管理方面不规范，存
在较大隐患，被列为“重点
户”管理；黄色代表企业安
全管理不到位，消防意识不
强，被列为“关注户”管
理；绿色代表企业安全管理
主动，消防意识强，工作细
致，被列为“放心户”管
理。

（丁安 胡宇鹰 摄）

安全
警示牌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郑轲） 医院里有了专门的科室，
可 以 治 疗 胼 胝 ( 俗 称 老 茧)、 鸡
眼、嵌甲等足病？记者昨日从宁
波二院获悉，该院已有两位经过
专业训练、获得糖尿病足病师证
书的专业足病师，这也是宁波市
医疗机构中首批专业足病师。

宁波二院的这两位专业足病
师是手足踝外科的护士长陈燕与
科内护士俞丽英。今年上半年，
两人一同接受了专业培训，刚回
来时，身边朋友、同事戏称她们
为“修脚的”。

其实，在国外，特别是德国，足
病师已经成为一种独立职业。目前
国内足病师包括足病医师和足病护
士，足病护士专门负责给患者进行
相应的检查和测定，对足部独立地
实施护理性的操作。比如，为患者进
行胼胝切除，对嵌甲进行修剪、矫
正，对溃疡伤口进行包扎等等。

从临床意义来说，足病主要
指胼胝、甲沟炎、嵌甲、鸡眼、
灰指甲、足部感染等。现实中，
多数人碰到足病会选择家中自己
解决，或去足浴店处理。然而这
些足部问题实际上是常见足病，
不经过正规处理很可能迁延不

愈，病症愈演愈烈，而糖尿病患
者等特殊人群出现这种足病，稍
有不慎就会发展成溃疡、坏死，
存在截肢的风险。

“老百姓对足病缺乏认识，往
往认为胼胝、嵌甲等足部问题不
构成严重危害。实际上，临床经
常碰到严重案例，比如糖尿病患
者，因修脚、挖鸡眼等导致足部
伤口不愈甚至截肢的人不在少
数！”陈燕说。

“长期糖尿病患者可能存在足
部的神经、血管病变，足部感觉迟
缓，对疼痛、温度都不敏感。如果发
生感染，创面很难愈合。严重的甚
至会导致肢体的坏死、截肢，所以
这类病人出现足病尤其要引起重
视，一定要寻求专业医务人员帮
助！”陈燕提醒。

市二院首批足病师上岗进行
相关足部护理已经数月，仅治疗了
20余例足病患者。“这些患者很大
一部分是住院病人，真正来门诊的
不多。临床还碰到很多青少年存在
严重的嵌甲，反复感染，脚趾畸形
需要手术了才到医院就诊。”陈燕
呼吁，广大市民，特别是糖尿病患
者碰到各类足病应尽早至正规医
疗机构就诊。

甬城医院首现足病师
医生提醒：各类足病患者请尽早

至正规医疗机构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