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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免税年报抓紧交啦！
月底截止，错过将有损失

本报讯 （记者张超梁 通讯员

马为洁） 这几天，宁波新宏液压有
限公司、宁波家联塑料科技有限公
司与宁波阿尔卑斯电子有限公司等
企业的关务员，都忙着向镇海海关
递交2017年 《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

报告书》 （以下简称“年报”）。不
过，今年第一季度即将结束，还有
不少企业未向镇海海关提交年报。

“一旦延误递交材料，企业损
失可就大了。”家联科技关务员说。

家联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塑料与生
物全降解材料的研发、生产和技术
推广的企业。其技改项目已进口的
设备，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报经宁
波海关批准，镇海海关已免征该设

备的关税。
“海关实行企业减免税设备使

用情况自查并向海关报告的制度，
是为了便于海关及时掌握减免税设

备使用情况，同时能避免企业因不

了解海关监管规定，不当处置减免
税设备而导致的损失。”镇海海关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根据海关总署令179号 《进出
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 规定，在

海关监管年限内，减免税申请人应
当自进口减免税货物放行之日起，
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向主管海关递交
年报，报告减免税货物使用状况。

年报递交将于3月31日截止。

“目前尚未办理减免税货物年报的
相关企业，要赶紧行动起来了。”
该负责人提醒，相关办理流程等事
项可向海关减免税部门咨询。若逾
期未提交年报，海关部门将于当年

4月1日起停止办理减免税备案、审
批手续，会给企业生产与经营带来
本可避免的损失。

蛟川街道召开年度经济工作会议

优秀企业获赠安全服务“大礼包”
本报讯（见习记者武亚东 实

习生刘梦悦 通讯员张亮 贾默林）
近日，在2017年蛟川街道 （开发
区） 经济工作会议上，辖区内综合
贡献指标前20名的企业收到了一份
意外之喜———工业企业安全服务

“大礼包”。这是一份由街道买单的
第三方安全生产托管服务，旨在帮
助企业提升安全生产水平同时降低
管理成本。

蛟川街道 （开发区） 首次以政

府购买服务代替直接奖励，受到企
业好评。一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份第三方安全生产服务，正是我

们的迫切需要，我们也将以此为契
机加大安全服务外包购买力度，更
好地响应街道关于安全、环保等方
面的要求。”

此外，今年蛟川街道 （开发

区） 工作会议一改以往模式。会
议开始前首先进行了座谈交流，
街道与各位企业家开展面对面的
交流，认真倾听企业老总的内心
想法。

座谈会上，各企业负责人畅所
欲言，大家对近年企业在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与对政策的一些期望、想

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传统中小企
业的生产成本增加问题、企业职工
培训、公共设施的应用管理等方面，
都成为讨论的重点，一些好的意见
建议当场被列为街道重点课题，为

蛟川街道 （开发区） 下阶段经济工
作开展提供了大量“接地气”的新
想法。

蛟川街道负责人表示，2016年
辖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全年实现

工业总产值278.8亿元，经济总量和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全区镇 （街道）

第一位，2017年1月、2月实现工业

总产值46.98亿元，同比增长30.6%，
实现良好开局，对此街道向与会企
业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

针对下步发展，街道希望企业
抓住“中国制造2025”的历史性机

遇，做大做强辖区内制造业，全力
振兴实体经济。街道将着重针对安
全、环保方面提出工作要求，以最
坚决的态度推进相关工作，无法整
改的企业坚决关停，同时对于表现

优秀的企业，给予相应的政策支
持。

我区召开民政工作会议

重点领域突破 迈向更高水平
本报讯 （实习生胡谷怀 记者

金诚 通讯员黄超梅） 近日，我区
召开民政工作会议，总结2016年全
区民政工作，部署2017年工作任
务。副区长包志安参加会议。

去年以来，区民政局以五大发

展理念为引领，积极推动社会救助
模式创新发展，提升养老业务改革
发展，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多元化，
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各项工作
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实现“十

三五”的良好开局。民政事业整体
发展水平走在全市前列。

2017年，我区民政工作以推动
“十三五”规划落地实施和深化民政
工作服务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全面

履行民政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

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和优化
公共服务等方面职能，统筹推进各
项工作，为我区加快建设港口强区，
打造品质之城作出积极贡献。

会上，包志安肯定了去年以来

全区民政工作取得的成绩。针对
2017年民政工作，包志安指出，要
做到科学研判新形势，认真研究新
情况，敢于直面新问题。他强调，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

树立“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工
作理念，加强重点领域突破，努力
把民政工作提升到新的水平，确保
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发挥更大作用。

联兴家园二期安置房分配

抽签，住新房去喽！
本报讯（记者王桂林 见习记

者武亚东 通讯员姚单）3月18日、
19日是庄市街道联兴家园二期安置
房居民期盼已久的日子，有将近
600户居民到现场抽签分房。

联兴家园二期安置房项目位

于庄市街道兴庄路西侧、规划道
路北侧，由8幢11层小高层建筑组
成，周边配有商业用房、地下停
车位、物业用房等，总用地面积
约3.48公顷、总建筑面积约8.8万

平方米。
本次安置房抽签对象涉及汉

塘村、光明村、联兴村、永旺村、
万市徐村区域居民，抽签户型按
面积分为70平方米、80平方米、

90平方米、100平方米、110平方
米五种，共计662套房源，可满足
安置居民的需求。

此次分房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采取两次抽签法，

先抽安置房“抽签顺序号”，再抽
安置房“具体门牌号”，公证员、
监督员全程监督抽签工作。

区供销系统多举措服务农户

农资备货足 春耕有保障
本报讯 （记者王喆 马旭峰

通讯员梁业松） 近日，位于蛟川
街道的绿源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
司内，不少农户前来购置种子、
化肥。随着天气逐渐转暖，我区
春耕将陆续展开。区供销社下属

的各农资站储备好化肥、种子，
保障农民春耕顺利进行，同时，
相应的惠农服务也持续开展。

在绿源农业公司的销售大厅
内，工作人员帮助农户挑选全新

的种苗和化肥，一旁的庄稼医院

里，工作人员调试着几台测试仪

器，准备帮前来测试土壤酸碱性
的农户化验土质。“农户要做土
壤PH值测试，以此来调节土壤的
酸碱性，区内的各农资站点都配
备了专门的仪器，农户既能够带

着土样来农资站做测试，我们也
可以派人到田间做现场测试，而
且都是免费的。”农资站负责人
说，除了提供庄稼病害诊断和防
治，农资站内还免费提供农具的

维修服务。

今年，区供销社为保春耕顺

利进行，向农户提供多种形式的
农业技术支持，通过农资公司、
庄稼医院、植保合作社对接专业
合作社和农业大户、普通农户，
为其提供难题诊断、病虫害防治

等现场指导，同时，还深入村
（社区） 开展农技推广培训，帮助
农户解决春耕生产难题。

“为确保春耕顺利开展，我们
按照‘淡储旺供’的思路，提前

备足春耕所需的物资。”区供销社

负责人说，区内各农资经营企业

已经加紧组织调配货源，确保春
季销售较多的蔬菜、经济作物种
苗和各类化肥到位。目前，全区
已储备各类优质化肥1040吨，价
值141万元的各类农药，农膜105

吨，种子百余种，农具数万件。
“备货充足才能确保农资商品价格
稳定，今年除了化肥受市场整体
影响价格略有上涨，其余农资产
品价格稳定。”区供销社负责人

说。

整治盗挖黄泥行动展开
本报讯 （记者王喆 通讯员朱

春琳 顾倩） 近期，九龙湖镇山塘
附近盗挖黄泥现象死灰复燃，不仅
造成资源流失和环境破坏，更会造
成地质灾害隐患。近日，区国土分
局执法监察大队在九龙湖镇杜家岙

雄镇山塘查获一起偷挖黄泥违法行
为，当场查获偷挖偷运黄泥车辆和
挖机。

当日下午5时，大队队员接到
举报，杜家岙雄镇山塘北侧有车辆

在偷挖偷运黄泥。队员们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发现有一辆黄泥车正在
装载黄泥。经询问，当事人无法提

供有效的开采和运输手续，执法队

员立即制止其行为，并扣押该黄泥
车和现场一台挖机。

盗挖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往往
选择在节假日或深夜时段盗挖，甚
至戴上工程施工的帽子，这些都给

执法工作带来困难。针对此现象，
执法大队迅速展开整治盗挖黄泥春
季行动。加强与九龙湖镇政府、公
安、城管、消防等多部门联合执法，
在重点区域通宵蹲点值守，在盗挖

高发时段动态巡查，发现情况，第
一时间处理，严厉打击非法盗采黄
泥行为，保护国家矿产资源。

停电日期
3月27日星期一
3月27日星期一
3月28日星期二

3月30日星期四

3月30日星期四

3月31日星期五

3月31日星期五
3月31日星期五
3月31日星期五

3月31日星期五

停

电

预

告

3月27日—3月31日停电预告如下：

停电时间
8:00-13:30

8:30-13:30

8:00-14:30

8:00-16:30

8:15-13:30

6:00-7:00

6:00-7:00
6:00-7:00

6:00-7:00

6:00-7:00

停电范围
镇海区骆驼街道朝阳聚龙房一带
镇海区骆驼街道恒元置业宁波镇海有限公司、宁波东来日盛置业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区市政设施养护中心

镇海区骆驼街道某部队、宁波市威莲服饰有限公司

镇海区骆驼街道宁波市镇海区市政设施养护中心、瓦墙34号—46号一带、综合市场西、北侧、瓦墙西路、16号、17号、18号、车站路、

菜场三期工程、商场路23号—27号楼、31号楼、马家桥23号—26号楼、32号楼、综合市场、商场路10号—12号楼、14号楼

镇海区澥浦镇宁波王兴工艺品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贝丽思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宁波艾德吉电声器材有限公司、宁波吉麟机械有限公
司、宁波市澥浦工业经济开发中心、宁波市光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广源电器厂、宁波市镇海康杰喷塑五金厂、宁波市镇海
博深轴承厂、宁波汇众粉末机械制作有限公司、宁波欧美华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宁波嘉晟鞋业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金达家电配件厂。
镇海区骆驼街道宁波市镇海志诚轴承、宁波市镇海雷拓塑料五金、宁波市镇海胜丰五金、宁波市镇海同力轴配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贝

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舟山跨海大桥有限公司、禾丰、胜一、甸张一带
镇海区骆驼街道里洞桥村一带

镇海区蛟川街道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蛟川街道办事处、宁波市镇海区市政设施养护中心、甸张村、南洪村鱼塘及绕城高带西侧一带
镇海区骆驼街道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办事处、三合刘家一带

镇海区贵驷街道（高新区） 宁波司塔士液压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世纪新兴宾馆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建业轴承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
天宏液压件厂、宁波市镇海兴宏转轴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贵驷胜丰五金厂、宁波市镇海棉花加工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区公路管理
段、宁波市镇海百远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阿四农场、宁波市镇海银翔轴承厂(普通合伙)、宁波市镇海区环卫保洁中心、宁波市镇

海妙胜塑料五金厂、宁波市镇海新鑫电器厂、宁波市镇海华晖电工器材厂(普通合伙)、宁波科隆阁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市镇海丰达五金

厂、棉花厂宿舍一带、三五高家一带、西港头一带、港塘、白墙、大车房、三五前陆一带、后陆一带、妙胜寺村部、前陆一带、妙胜街
上、阮家、妙胜寺旁一带、妙胜樊家、龙舌王家一带、张家大屋、妙胜大桥北面一带、禾丰东孙、后房一带、大市堰甸双一带

如遇雨天等特殊原因，计划更改通过移动短消息通知。停、送电咨询请打电话 95598。 镇海运检站
2017年3月20日

备注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雨天取消

停电线路（设备）
觉渡G103线朝阳聚龙房支线9号杆以后设备
荣骆G811线恒元GC235线
富赛G822线部队支线

家畈G824线锦畈GK226线镇骆支线

王兴G162线郑家2号环网单元的
博深GB346线以后设备

光明640线全线

岚山646线全线
高家643线全线
舟引649线全线

甸双G648线

图为抽签现场

近日，澥浦镇40多名党员和志愿者来到岚山村，清理道路沿线和民居周边垃圾、
杂物、杂草等，并沿途进行卫生宣传和文明宣传。

（记者王马飞 通讯员戴旭光 摄）

美
化
家
园

（上接第1版）

越来越大的朋友圈
如今的镇海科技市场，朋友圈

越来越大。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信息

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弘认为，镇
海科技市场为企业开展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提供了平台、政策支持
和各类服务，让企业能够有机会、
有渠道、有方向、有激情地开展
工作。

“镇海科技市场的成功，或许

将是一场科技服务业的新革命。”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科技处处长韩

涤非为科技市场提出的“科技市
场共同体、科技交易朋友圈”的
理念点赞。他说，镇海科技市场
倡导的以市场手段配置科技资源，
更加有利于集成科技市场内各种

资源，为科技人员提供创业创新
优势平台。

大会上，西安科技大市场等机
构与镇海科技市场合作成立各自的

分中心，带来各自的科技资源和学
术专长，对接宁波乃至长三角地区

的相关企业，建立融合“应用研

究、技术开发、产业化应用、企业
孵化”的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二院206所、中
科院大连化物所、中科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应运而生的“科技
成果供应商”队伍正在不断壮大，
并参与到镇海科技市场的建设和成
果转化中。

科技交易朋友圈，企业身影同

样不可或缺。在镇海科技市场，
“满足企业需求是重要检验标准”

这句话广为流传。市场建立了专门

的企业技术需求收集体系，在企业
内部组建技术经纪人队伍，做到企
业需求一天内响应、快件式跟进。

“作为宁波唯一列入省科技大
市场试点的县 （市） 区级科技市

场，镇海科技市场不只是一个牌
子，一个平台，更是一种责任。我
们希望在镇海建设真正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县 （市） 区级技术交易市
场。”采访中，区科技局负责人掷

地有声，“中国的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应该有镇海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