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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èfVg<hi
CQjM k̀lmnVop
qM *̀+,VrsVtuVvw
/!01'*+234--5-,)(5

*+234-(-6*352
xyz{ |̀}~!}*##%=
"#$c%

&'()*+~,-./z{01(2,-U
3345/67893N:+;?<x='()*
+,-./01
789:;<=>?@ABCDEEFGHHIIIJKLMNJNOPJNKQ

23-4567 23894:://;0<<

=>?@ABCDEFGH
'()*+,-.EI

DEFGHIJK
>?@D9A)BCDEF8G?HI@DJKC

DLMNO8G?HPQR;ST30?HUV3UVW
XYZ[UV3@D9A)BCDEF8G?HZ[U
V@DJKCDLMNO8G?H3@DJKCDLM
NO8G?H\]^_6UV`@D9A)BCDEF
8G?H^abc!###de3@DJKCDLMNO8
G?H^abc"##de3UVf@D9A)BCDEF
8G?H^abc!"##de3@DJKCDLMNO8
G?HPbgh@D9A)BCDEF8G?Hi83
i8jkj/l@D9A)BCDEF8G?Hmn6

op?q
RSTU>?=VWXYZ[\
RS]^=V_`abYZ[\

,*(2c((d,5e

LMNO+,
cU38rs3tsV9usPv
wx3123iyz<6~{D
| 3 } ~ 38 8 9 ! " #
#$*+'))!#%#% !""%'+*#'&"$

PQRSJK
%)9&''(g)5U*++,

S-3S-\](g)5U*+3+.(
g)5U*+/016!(g)5U*
+jk23c?q64567+$6%3
:c(g)5U*+/0189jk6
:;2 <̀=>
:;#? !̀$$$*###"")
i@ )̀9&A)BCKD
EF "̀!$%#'

>Tfgghij"klmnop

TUJK
%QR;ST3c?

HS-^_3GH+./
0I13Vr8JK->
OLy^_MN6

op?q
qrstuvYZ[\

C V J K
@DO+E5PO8G?HQRSPOPE5TU3V#

W!X%FYZ[\]q32^_`abxc3d!e8fg
bh*%ijkP]qy>?xclm9nopcqxc6
!8r:PUYsc23t)BfDu~vDw*!&)x"=
%#"yz/{3|}~!"#xclm3"#H. '̀#!*$!'%
&6&'&,##-!!,##3:;#? #̀$*+-)*'!'''*6

RSwxW"ybYZ[\
,*(2c(,d2e

>?:;<=)*+,-.>
?@AB/06%>CDCCBT
BMNRRLNSSLTF6UVWX
HIEF-.GH>%IT56
%IFJ]BMCSBLSTKBMCSBL
SR6UVWX
JK,LMqN)*+,-.
OPvvz{|}~!TBKh"
BN#TTi$%d+,-./K
/06Q4RSTUVWRKCC
BTSTQ;TSKXQYIG6UVWX
>?Z[\]}~)*+,-
.tuvwxyvz{|}~
!TBKN"KB#CBi$%d+,
-./06Q4RSTUVWRK
CCBTBLQ;TSKLaQhMUVWX
LMN-.^_B6̀ FCCBT
ThKRCSBKBSMSKKLL6UVWX
>Oabcdef%)*+,
-.+g4h`WCCBTTMBBLK
SBS6i?g4h`WCCBTTM
BBLKSBR6jkgl4u6%I
gm4h6UVWXn
>OPopqrstu,vW
R-.TBBh"Bh#TLi$%
d+,-./0601FCCBT
TMG;BBBBBCI6-.>?@A
B/06w>FCCBTTMMhhMMS
BT6xyUVWXn
>?,wxz{|p(}~!
5"#$v%&-.+,-.
//0601FCCBTKTBBBTM
BLSBUVWX

>?,"'y(e)*+,-
.tuv"'y-./.{|
}~!TBKT"KK#KNi$%d
+0q?12B/063+B
DTBKTCCBTBMBBCTBhUVWX
>?,wx4{567O5-
.f*8Jtuwx9:vW
;84{<8f*12B6$
=F>CCTBBKRLMTKBK?FSKT
SBKBKCBCBLMSBCUVWX
>?,!"@ABCD-.t
uv!"yvz{|}~!TB
Kh"N#KSi$%d+,-.
/06Q4RSTUVWRKCC
BTBNQ;TRBPhDSEUVWX
QRS-.tuFwG,)*
+,fHdtuGH>#$%
I6%IVWCCBTKNCCNB6%
IFWBBNBTRhSIJTBBBBK
UVWX
>?,"'yLMNOP2)
8-.tuv"'yvz{|
}~!TBKh"KK#BCi$%d
&'()*+,-./06Q
4RSTUVWRTCCBTBMQ;
TRCTIQBQUVWX
>?,"'yRSTUVHW
(5-.tuv"'yvz{
|}~!TBKK"S#Ri$%d
&'()*+,-.//00
1FCCBTBMMBBBBSCKMUVWX
TU3XYZ[\])*+,
-.-.^+12B/061
2B`F>PCCCBTTMBKBRhNC
UVWX

>?,wx_`a,)*+,
-.tuv()8b}~!w
xc!dB4e"4#fgi
$%d+,-./0E01F
CCBTKTBBBChLLSM"KAK&6
UVWXn
>?vwx#Thi5"#$v
%& -.+,-./0RKCCB
TKTQ;TSKhBMK>UVWX
>?,"'jiakl.)*
+,-.<I4m6IFCKL
BLLCBChRhKThBnKCMBSBK
oUVWX
VWjpqs}~)*+,-
.+,-./06Q4RST
UVWRKCCBTTNQ;TSPSB<
hMUVWX
>?r.stZ89)*+,
-.+,-.//0601F
RKCCBTTNhRRNTRhNMYUVWX
>?uv%w$T(x)*+
,-.>?@AB/06>F
CCBTTNCKMRKSCMBUVWX
HIEF-.L5GH>#$
%I6%IFJBLNhTMSCK
KBMRTKBMKKBMRCRCKKKBMRT
CMT6UVWX

>?,wxyz2\V~)*
+,-.tuvwxyvz{
|}~!TBKN#BT#BNi$%
d+,-./0601FCCBT
KTBBBLLLKBNUVWX
>OP{|A}~u,vWR
-.>?@AB/06>FCC
BTTMBMMMCRKBMUVWX
>O!"A}~f%)*+,
-.TBKN"R#Mi$%d+
,-./0601FCCBTTMBB
BBSMBRT-.>?@AB//
06>FCCBTTMhhTCCKCBK-
.#$h%VWB//06V
WhhTCCKCBKUVWX
>OP&%'()*+,-.
#$h%VWB/06VWhC
RLSMTR)RUVWX
>OP*+,-IaV./5
-.>?@AB/06>FCC
BTTMhTMLBRBBSUVWX
>OP01,2x34u,v
WR-.>?@AB/06>
FCCBTTMNhCMhRLRNUVWX
>?56(7.)*+,-.
89:;,@AB6 @ABF
W]SKCTNB6UVWX

>?,,[<%=>)*+,
-.+,-.//06Q4R
STUVWRKCCBTKKMSSBTNLB
SQ6;8f*12B6$=F
>CCTBBKLBNhLBK6f*;8t
u;8?@<8UVWX
XOA'B=C5tu[D^
+E-.>?@AB//06
>F]CCBTBChBLSRKNRC6
UVWX
JK,FGHIJ5-.+g
Kh6LM`FCCBTSTBKBRC
TL6UVWXn
>?,wxNGOPQ-.R
v-.jkg"STz&6
UVWX
>?UVWXY\)*+,-
.tuvwxyvz{|}~
!TBKh"BT#KCi$%d+,
-./0RKCCBTBLQ;TSKQ
LQIXUVWX
>?pZiU.)*+,-.
tuv[Dyvz{|}~!
TBKh"BS#TNi$%d+,-
./0RKCCBTKTNMhBBSKNBB6
UVWX
>?,"'y[{\]./^
!5-.;8f*12B>CC
TBBKRSBRNBKUVWX
VWr_(7)*+,-.`
a'(^+b9c@Ad69
cFNNSChLUVWX
>?,wxefghU.)*
+,-.%>>?@AB/06
>FCCBTThBRhNSKTBIUVWX

>OPis<,VH5-.
TBKN"Bh#TRi$%d&'
()*+,-./0601F
CCBTTMMBNBTBRSM6UVWX
>?,"'y[{jklmn
s-.tuv()8b}~!
"'c!TBKB"BT#TCi$%
d&'()*+,-./060
1FCCBTBMMBCBKBMBBUVWX
>OPo$*p+qr$)*
+,-.TBKh"BS#KBi$%
+,-./06Q4RSTUV
WRKCCBTTMCLBMKNSSSSUVWX
>?4lystu.T)?)
*+,-.>?@AB/06
>FCCBTBhBhLRBhKKN6-.
#$h%VWB/K/06
VWFBhLRBhKKvN6UVWX
YZ,w@x]ry6Q4R
STUVWRTCCBTSKQ;TRT
>zhLX-.{|vvz{|
}~!TBKh"h#TMi$%
d+,-./0 6UVWX
>?,,[}~.T)?)*
+,-.>?@AB/06>
FCCBTKKBRMKRMKCK!"jkg
"jk]#$&4hUVWX
>?,"'y(e)*+,-
.tuv()8b}~!"'
c!TBKK"BK#KBi$%d&
'()*+,-./0601
FCCBTBMMBLBBCKSBUVWX
>?,!%&'(,)*&+
-.VW]BRRSCSCTvBd#$
h%VWB/06),jsTB
KN"BK#KLi-TBKR"BK#
KCi!-.;8f*12B6$
=F]>CCTBBTLKBRRBKf*8]
r%.R;8/5)*+,!
k<86UVWXn

税收优惠宣传贴近民生

江北国税试行“容缺受理”服务

晴到多云
西北风微风
0℃～12℃

后天

明天
多云

西北风4~5级
3℃～8℃

动态

福彩福彩

社保卡业务今天下午起暂停服务

来自市社保局的消息，因社保卡系统升级改造，自
12月7日17点到12月10日17点，各区县（市）和银行
网点暂停办理社保卡相关业务，宁波市人社局网站、
12333电话自助服务、宁波人社APP、微信端等也同时
停止办理各类社保卡相关业务。 林伟 任社

七乐彩 第20171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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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多云
北风微风
3℃～14℃

今天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是“大雪”节
气。

“大雪”是属于冬天的第三个节气，也
是阳历中的倒数第二个节气。它的到来，
意味着一年已经接近尾声。

“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
雪盛也。”正因如此，古人留下的关于“大
雪”节气的诗句，多跟“雪”联系在一起。像
唐代高骈在《对雪》中描述的“六出飞花入
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像岑参在《白雪

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写到的“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大雪”落雪，在我们宁波并不是什么
稀罕事儿。

粗略统计了一下2008年到2017年的
记录，差不多有7年，我市的第一场雪是出
现在12月的。不过，这7年里，大多数年份
的“第一场雪”是出现在12月中下旬。此
外，像2014年和2015年的“第一场雪”虽
然出现在12月初，但“花落”山间，且以雨
夹雪的形式为主。

雪花“含蓄”，不愿早早和生活在平原
地区的我们相见，是因为下雪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

一般来说，下雪要迈过两道“门槛”：

一是水汽条件要饱和，二是气温要低，通
常要求日均气温在4℃以下。气温走低，水
汽抬升，只有如此湿冷的环境才容易形成
雪花。

眼下的天气，想要见到雪花怕是无望
了。据市气象台对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
在12月14日以前，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
为主，最高气温在9℃~14℃。无论是水汽
还是气温，都无法满足下雪的条件。

“大雪”无雪，大风来“凑热闹”。
在冷空气的打压下，昨天我市最低气

温已经跌至0.5℃，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最
低气温值。而像镇海，根据市气象台的实
况统计，昨天的最低气温仅有-1.9℃。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又将

有一股弱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气温将
普遍下降4℃～6℃，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
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

这对刚经历过一股冷空气“暴击”的
我们来说，真不是什么好消息。按照“套
路”，在一股冷空气过境之后，气温总归是
要回暖一下。很显然，这回的冷空气“不按
套路出牌”，受其影响，我市的最低气温在
今天短暂回升到4℃之后，从明天开始会
重新下滑，再次跌至0℃左右。

除了再次降温，据市气象台消息，今
天夜里到明天，我市将出现4~5级西北
风，我市沿海海面也会有8~9级偏北大
风。

记者 石承承

今日迎“大雪”，可惜有风无雪
最低气温明天开始再次下跌,后天预计在0℃左右

近日，慈溪国税逍林分局借助12
月4日“国家宪法日”宣传活动契机，与
地税联合在桥头公园开展税宣活动，
通过派发税宣小册子与纪念品，围绕
纳税人关注的进项税额抵扣政策、一
般纳税人申报办法、小微企业税收优
惠政策等问题，进行讲解。比如为支持

小微企业发展，自2018年1月1日至
2020年12月31日，继续对月销售额2
万元（含本数）至3万元的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短短一上午，
共计发放了宣传资料150余份，回答
咨询问题40余个，进一步扩大了税收
宣传教育的影响。 罗丹吟

为深入贯彻“最多跑一次”改革要
求，江北区国税局对6大类业务试行

“容缺受理”服务。对必备资料齐全且符
合法定条件但可容缺资料缺少的涉税
事项，上一年度被评为A级和B级的纳
税人在签订《容缺受理涉税事项书面承
诺书》后，可先行办理，此项服务开辟了
纳税服务“高速公路”，有力助推了“最

多跑一次”改革。截至11月，该局办理
容缺受理事项500余件，无一起缺件未
补事项，累计节省办税时间约200小
时，提前办结率达 90%，提速率达
88%。目前，江北区国税局40类涉税事
项中已有38类实现了“最多跑一次”，
占比95%，网上综合办税率达87%，窗
口叫号评价满意率达100%。左林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