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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镇海区2017年外商投资企业
联合年报工作的通知

根据国家有关法规和 《商务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 质检总局 统计
局关于开展2017年外商投资企业
年度投资经营信息联合报告工作
的通知》 （商资函 〔2017〕 130
号） 的有关规定，我区将于2017

年4月1日至6月30日对在本区登记
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开展联合年
报暨存量调查工作。现将具体事
项通知如下：

一、年报范围

2016年12月31日前登记注册

领取营业执照的外商投资企业法
人。2017年度设立的外商投资企
业，自下一年度起填报企业年度
投资经营信息。

二、年报时间
2017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为

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报办公时间。
三、年报方式
（一） 企业登录“全国外商投

资企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网上联

合报告及共享应用” （http:

//lhnb.mofcom.gov.cn/） 填 报
2016年度投资经营信息。相关数
据信息将在商务、财政、税务、
质量技术监督 （市场监督管理）、
统计部门间实现共享。

（二） 参加联合年报的企业名
录和企业所填报的投资经营信息，
根据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654号） 应向社会公
示的，将通过“全国外商投资企

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联合报告信

息公示应用” （http://lhnbgs.
mofcom.gov.cn/）向社会公示。

年度报告技术支持：商务部
电子商务中心010—67870108—2。

区 年 度 报 告 工 作 QQ群 ：

256011688； 联 系 电 话 ：
86657607、86297809；微信号：
zh—wstz。

镇海区经济合作局
2017年4月21日

聚焦营改增 减负助发展
（房地产业篇）

房地产业与百姓生活密切相

关，是近年来社会关注极高的热
点行业。自2016年5月1日起，房
地产作为四大试点行业之一，其
基本税率为11%，对于房地产

“老项目”允许按照简易计税方式

5%的征收率纳税，同时在预收款
项时需按3%予以税款预缴。镇海
区内2016年5月之前立项的房地

产公司基本选择按照简易计税方

式征收，因价外税原因，企业增
值税减税幅度可达0.24%。

宁波开元华城置业有限公司
是经营房地产开发、销售，实业
投资，于2006年在镇海注册，开

发项目主要位于镇海九龙湖风景
区内。

自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
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
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公司

根据营改增试点相关实施文件，
自主选择了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税，预征率为

3%。营改增后，宁波开元华城
置业有限公司享受到两大方面利
好影响：一是营业税是价内税，
增值税是价外税，营改增后纳税
基数变少，减少企业的纳税成

本；二是营改增后预征率由原来
5%降低为3%，在减少纳税成本
的基础上，递延了应缴税金，节
约了资金成本。

经测算，在2016年5月1日—

2016年12月31日期间，公司综合
税率包括增值税及各类附加税为

5.33%。而在原营业税环境下，

上述综合税率为5.6%，税负降低
0.27%。同时，因房地产企业在
未交付状态下只需按预收账款预
缴3%的增值税，考虑各类附加
费，企业有效地延缓了税款缴纳

的时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
的资金压力，节约企业的资金成
本。

营改增政策以后，房地产业
税负也得到一定程度下降，减负

效应愈发凸显。

国 税 之 窗
阳 光 办 税·用 心 服 务

南科大校长陈十一率院士来镇中“吆喝”：

希望多招收宁波优秀学生

本报讯（记者梅佳燕 刘萌鸣）

昨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
院院士陈十一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
晓非、俞大鹏，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
外籍院士刘科，加拿大皇家学会和
加拿大工程院两院院士徐政和南科

大招生办相关负责人造访宁波。当
日上午，在镇海中学第二报告厅开
展招生宣讲会。随后，与镇海中学、
北仑中学、慈溪中学、余姚中学等近
十所知名中学校长座谈。

在今年1月初，南方科技大学
在杭州学军中学开展招生宣讲会，
拉开南科大2017年在浙江自主招
生的序幕。本月，校长陈十一再次
来到浙江，4月19日结束与杭州地

区10所高中校长的座谈会后，马

不停蹄赶赴镇中。
“浙江学生综合素质好！”谈及

为何如此偏爱浙江，这位国内知名
的高校校长毫不避讳地表示。陈十
一说，因为自己是浙江天台人，对浙

江的高等教育、中学教

育就特别关心。而来到
宁波，并把宣讲点安排
在镇海中学，陈十一坦
言，看中的就是宁波的
好生源，特别是镇海中

学的学生。他希望多招
收一些镇中的以及宁波
其他知名中学的学生。

在宣讲会和座谈会
上，陈十一与在场师生

介绍了南科大的定位、
发展，以及这几年的办
学成果、招生目标。

南科大是深圳市创办的一所创

新型大学，被认为是国家高等教育
综合改革的试验田。2011年教改实
验班招生以来，它已培养出两届本
科生。目前，南科大在校生已近
3000人，拥有22个专业，在院系设

置方面，每年都有新突破。

在创新人才培养座谈会上，陈
十一与近十所知名中学校长探讨人
才培养方法。陈十一认为，国内学生
学习接受能力强，但与国外学生相
比，缺乏“好奇心”，而“好奇心”，正

是创新的核心。南科大为学生提供
很好的学术资源和科研环境，让他
们的学术水准逐步与“世界接轨”，
成为出色的研究型人才。

南科大招生办主任赵红军透

露，南科大今年浙江的招生计划为
45人，将延续“6+3+1”的录取模式，
综合成绩中高考占60%，南科大组
织的能力测试占30%，高中平时学
业成绩占10%。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浙江能力测试全部采取面试形式。
在全国，只有浙江、上海采取这种形
式。“这也是浙江省新高考改革背景
下，作出的一个调整。”赵红军说。

九龙湖半程马拉松开赛在即

“最具情怀”请假条现身
本报讯 （记者曹阳） “尊敬

的X总，您好！中梁首府·2017九
龙湖 （宁波） 国际半程马拉松赛
将于23日在镇海如期举行，我有
幸能参加比赛，目前各项准备工
作基本就绪……马拉松赛是一项

高负荷运动，存在一定风险，为
确保顺利完成比赛，我恳请您能
批准本人请假7天，即本月17
日—23日为请假时限。在此，我
感谢我入职以来您和各位同事的

热情关怀以，祝愿你们生活愉快，
万事如意！此致，敬礼！”

近日，澥浦镇一家生产企业
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朋友圈晒出一
张手写请假条，上书以上内容，

并打趣评价：“最具情怀请假条，
虽然时间有点长，但员工都这么
积极了，公司一定准假。加油，
跑出好成绩，也希望大家都能像
你一样活出自我，传递正能量。”

很快，这张理由“清奇”的
请假条收到了不少点赞和热评。
随后记者获悉，请假的是该公司
分配车间一线员工袁帮田，1995
年出生的云南小伙子，刚入职还

不满两个月。“他交上来的这张
请假条的确出乎大家意料，但他
的主管领导以及公司副总一起商
量了下，决定准假，支持他参
赛。”该工作人员说。

记者随后又与袁帮田本人取
得联系，小伙子表示目前正在家
休整，调整身心状态以顺利参加
周末的比赛。他告诉记者，去年

到九龙湖景区游玩时看到沿途的

宣传板才了解到镇海有这项赛事。
“后来我得知今年也有比赛，于是
就报了名，准备参加半马，圆自
己的梦想。”他说。

小袁从小爱运动，尤其喜欢

跑步，一直是学校的体育优等生。
后来，他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镇
海工作。年轻气盛的他想要通过
参加专业赛事释放自己的激情，
他想以良好的身心状态去参赛，

于是想到了请假。没想到，自家
企业还很人性化，竟然批准了。

“我很高兴。”袁帮田解释：
“能和许许多多的跑马牛人一起竞
技，想到就很兴奋。”他所在企业

的工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初
收到这张请假条时，公司管理层
也很惊讶，经商议，鉴于小袁平
时勤恳踏实的工作表现，单位给
他开了“绿灯”，批出了一个星期

的长假，这在该企业也是首例。
“我们希望他好好休整，顺利

参赛，在镇海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该公司负
责人为小袁打气。而袁帮田则表

示，最近自己早晚散步小跑，状
态不错，希望能在周日融入万人
马拉松大潮，去感受这项赛事的
火热和九龙湖景区的美。

比赛当日天气不错

奔跑吧！运动员们
本报讯 （记者刘思妤） 最近

的天气像娃娃的脸，前几天还让
人觉得夏天猝不及防地到来了，
周三夜里，一场降雨又让春天的
存在感提高了不少。

不过，这场雨其实非常应景。

周四，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
的“谷雨”。谷雨在每年阳历的4
月20日或21日，是农历二十四节
气中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的
最后一个节气。

谷雨时节，南方地区“杨花
落尽子规啼”，柳絮飞落，杜鹃夜
啼，牡丹吐蕊，樱桃红熟，自然
景物告示人们：时至暮春了。这
时，南方的气温升高较快，一般4

月下旬的平均气温，除了华南北
部和西部部分地区外，已达20℃

—22℃，比中旬增高2℃以上。

谷雨有“雨生百谷”之意，
因此这一节气与农事的关系最为
紧密。谷雨时节，正是庄稼生长
的最佳时节，插秧、播种成为农
民主要的农活，各地要做好灌溉，

确保庄稼需要，同时做好麦田中
后期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工作。

接下来的几天，天气将以多
云为主。气温较前期有所下降。
其中，21日阴有时有小雨，下午

转多云，气温15℃—23℃；22日
多云，气温12℃—21℃。而在九
龙湖马拉松赛开赛日当天，23日
天 气 依 旧 多 云 ， 气 温 10℃ —
23℃。天气不错，运动员们可以

尽情奔跑在山水间，欣赏“最美
赛道”九龙湖的迤逦风光。

惊呆！宁大步行街旁小树林里

大批共享单车“被休眠”

本报讯（实习生胡谷怀 记者

王桂林 通讯员肖利华） 庄市街
道毓秀路是位于宁大步行街附近
的一条路，近日，有居民经过这
条路时发现，大量的共享单车被
遗弃在一旁的小树林里。单车横

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数量众
多。

“我接到宁大步行街商家通知
后，到达现场查看情况。看到大
量单车被遗弃在小树林时，第一

反应疑似商家间的恶性竞争。”浙
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毛老
师告诉笔者：“大量无法正常使
用的共享单车如果不能及时回收，
被随意搁置，难免会给市民出行

带来一定的影响。”
“单车被恶意搁置这种现象存

在已久。”就读于宁波大学的张迪

克表示，自己在oFo上充值了不少
的钱，但出门常常找不到oFo的单
车。“除运营方和监督部门加大对
共享单车的后期管理和整治外，还
需提高市民的素质，同时，对破坏

者也应有所惩戒。”张迪克说。
面对此番景象，毛老师与她另

一位同事，同时在网上发起号召：
“我将单车遗弃点的定位截图分享
在朋友圈，呼吁需要骑单车的同

学，可以到这个小树林中将单车带
出去。”

!顾兆田（中心）幼儿园的小
朋友及家长们近日来到九龙湖旅
游度假区，开展“挑战自我，快乐
毅行”亲子徒步活动，在感受“最
美赛道”怡人风光的同时，增进亲
子交流。

(实习生洪琦妮 蒋晗炘
记者王喆 摄)

"临江社区“七彩课堂”日前开展亲子手工
绘风筝活动，家长和孩子们一起为风筝涂色，并
且放飞风筝。作为该社区的一项特色活动，“七
彩课堂”每月开展一次亲子阅读或亲子手工活
动，深受社区居民欢迎。

（记者陈巍 通讯员胡维君 贾默林 摄）

抗震房
董大力的迷妹

去年10月去台湾
旅游，第一次在高雄
经历六级地震，那天
晚上赶紧从住的酒店

跑到一楼。结果发现，
马路上几乎没什么人。
后来询问了酒店的工
作人员，他们一脸的
不以为然：“咱们当

地建筑设计抗震烈度
为8度，所以不慌。”

汶川震中行
若林

汶川大地震后，
我去四川旅游的时候，
特意去震区看了一下。
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年
年，但从周围山体滑

坡的痕迹中，依旧可以看到当时地

震的威力，许多幸存者仍然没有走
出地震所带来的阴影。地震具有极
大的破坏力，那么我们如何躲避呢？
在跟当地人聊天的过程中，他们告
诉我，一旦在房间里感觉有晃动，

要迅速跑到户外空旷地，切不可有
丝毫犹豫，这样可以有效减少受到
的伤害。

不敢回家睡觉
李斯特

对小时候的一次地震印象深刻，
当时我还是小学生，正准备睡觉的
时候地震了。老房子摇晃得很厉害，
屋顶瓦片哗哗作响，床也跟船似的

摇，我跟爸妈一起逃到村口。后来
地震结束，很多村民观望了一阵都
回去睡觉了。我怕得要命，一直不
想回家，没办法，父母就一直陪着
我。

图为共享单车被遗弃堆积。（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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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图为招生宣讲会现场。

中梁首府·九龙湖

国际 马拉松赛半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