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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 1968 亿
宁波 139 个项目集中开工

日前，省、市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在北仑举行，总投资达 1968.3 亿元的 139 个项目
参加此次活动。
据介绍，这批项目符合宁波乃至全省推进“一带一路”、长
三角一体化、
“四大建设”
、义甬舟大通道、打造
“246”
万千亿级产
业集群等重大战略部署的要求，且项目单体投资都在 2 亿元以
上，
20 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共 31 个，
其中 44 个项目经省发改委筛
选后参加全省集中开工仪式，
总投资 999 亿元，
年度投资 164 亿
元。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批项目中，服务业项目 61
个，总投资 1035 亿元，工业项目 40 个，总投资 600 亿元，这两类
产业项目的投资占本次集中开工项目总投资 80%以上。另外城
建项目 15 个，总投资 170 亿元；民生项目 18 个，总投资 147 亿
元；交通项目 2 个，总投资 5.6 亿元；农林水利项目 2 个，总投资
4.5 亿元；
能源项目 1 个，投资 6.2 亿元。
它们主要为央企、民企投
资项目，涉及先进制造业、绿色石化、基础设施、健康养老等多
个领域，充分显示央企、民企对宁波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宁波金发年产 120 万吨聚丙烯及新材料一体化项目，总
投资预计 105.5 亿元，占地 770 亩，建成后预计年产值超过
130 亿元，为本次全市集中开工活动的最大单体项目，项目
主要以取代国外进口中高端聚丙烯市场为方向，以中高端改
性塑料新材料产业为目标，采用国际国内先进生产工艺，可实
现降低能耗，是我市万亿级绿色石化产业集群建设的支撑性项
目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宁波将有 9 个百亿级工业项目群开
工，全年开工、续建、竣工的百亿级工业项目群达到 17 个。
记者 谢斌 通讯员 王文权

鄞州区发改局组织银企对接会
为保障重大产业项目复工复产，3 月 6 日，在鄞州区发改局
的牵头下，联东 U 谷，万洋众创、圣龙股份、康强电子等 16 家鄞
州区重大产业项目责任方与国开行宁波分行、宁波银行开展了
一场银企对接。16 个重大产业项目总投资 71.4 亿元，现场初步
落实优惠贷款 12.6 亿元。
针对重大产业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鄞
州区发改局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化
“三服务”
工
作的基础上，组织了这场对接会。因疫情防控需要，也为了提高
效率，对接会采取银企双方“一对一"方式进行。记者了解到，为
用足用好疫情防控专项再贷款政策，
连日来，
该区发改局主动服
务有关镇街、企业，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工作流程，确保用好、用
实专项再贷款这一
“救急钱”
“救命钱”
，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记者 谢斌 通讯员 黄勃

梅山税务：
暖心税收优惠 助力疫情防控
“企业为支援疫情防控捐赠物资，传递温暖；税收优惠政策
用真金白银为我们加油打气，我们感到温暖在不断地流动和传
递。”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王德纯在收到邮寄
的发票后感慨道。
据王经理介绍，在本次疫情中，CT 设备（电子计算机断层
扫描）在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了给一线医
务人员提供更多的诊断设备，该公司部分员工放弃春节休假，
CT 车间和 DR（直接数字化 X 射线摄影系统）车间提前复工。目
前，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已有 100 多台 CT 和移动 DR 等
急需医疗设备发往全国各地，并向受疫情影响较重的武汉地区
医院捐赠 7 台 CT 设备，
总价值达 2570 万元。
“但这期间要说困难也是有的……”王经理回忆道，疫情期
间，康达洲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医疗车、救护车销量激
增，发票用量捉襟见肘。
“不过，幸好有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税务
局为我们保驾护航，安排专人与我们对接，缩短涉税流程，在最
短时间内为我们办理了 50 份机动车销售百万版专用发票增量
业务，并通过快递邮寄发票，真正实现了疫情期间的“非接触
式”
纳税服务。
”
根据新政策，企业若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无
偿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也同样可以
免征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方面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税
前扣除，该批捐赠设备合计将为企业带来 970 余万元的税收优
惠。
通讯员 顾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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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开具首份
进口防疫物资捐赠免税证明
3 月 6 日，宁波海关所属鄞州海关为一批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物资补办征免税审核确认手续，并为受赠人宁波市红十字会
出具了进口捐赠物资《征免税证明》。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宁波海关采用“先登记放行，
后补办手续”模式验放境外捐赠防疫物资以来，补办的首份征
免税证明。该批物资为 10 万个防护口罩，总值 25.5 万美元，共
计免除税款 45.9 万元。
记者 严瑾 通讯员 潘云娣 钱锦

滞销变畅销
泰隆银行客户经理卖起大白鹅
疫情之下，居民的“菜篮子”是举国上下共同的牵挂，泰隆
银行丈亭支行客户经理陈清清就亲身实践，帮助当地的一位养
殖户卖起了大白鹅。
据悉，2 月 28 日，丈亭支行客户经理陈清清在朋友圈中关
注到了当地某养殖户朱老板的一条动态——
“因为疫情期间，
饭店闭门，市场需求大幅萎缩，自家养的 2000 多只大白鹅无法
外销，而管理、喂养却日复一日，眼下只能自己养殖场卖，每斤
十二元”
。
朱老板的养殖场陈清清最清楚不过，诚信经营、品质可靠。
就在农历年前，丈亭支行还曾经向朱老板采购过一批“年鸡”作
为年货。于是，陈经理与同事第一时间来到养殖场，拍摄一段小
视屏，
就在朋友圈吆喝起来。
而事实上，不止是朋友圈预订，该行丈亭支行还与养殖户
商定，开启“送鹅进社区”的服务，个别路途遥远，不能现场自提
的预订者，银行员工还充当了一把送货员，将大白鹅逐个送至
市民家中。
记者 崔凌琳 通讯员 张伟

邮储银行金融服务解客户燃眉之急
“黎经理，我 200 万元的贷款五六天后就到期了，突如其来
的疫情打乱了我的计划，不能出海捕鱼，收入大幅下降，一时间
凑 200 万真的有困难，况且我的渔船所有权证也丢了……”渔
船贷款客户陈女士焦急地询问邮储银行象山支行客户经理。
疫情期间，类似陈女士这样情况时有发生，邮储银行宁波
象山支行本着对受疫情影响的客户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的
初衷，
积极主动地替客户想对策，
排忧解难。
据了解，渔船所有权证丢失需登报公告后再行补办，势必
影响该笔贷款的如期归还。客户经理一边联系石浦渔政站，就
客户所有权证丢失补办问题争取开启绿色通道，确保短期内完
成新证办理，一边就疫情期间该行信贷帮扶政策向陈女士仔细
解释，同时采用非现场调查手段查看陈女士相关证明材料。相
关材料审核通过后，该行当日便为客户办好了一个月的展期。
客户陈女士笑言，这下我可以有时间办理新证，慢慢处理贷款
到期事宜了。
记者 崔凌琳 通讯员 王蒙

市商务局携手宁波银行推出“六项措施”
上周，宁波市商务局与宁波银行携手合作，推出六项专项
服务措施，
帮扶宁波涉外企业稳经营稳发展，
度过难关。
据悉，此次推出的六项措施，主要是面向重点涉外企业和
疫情防控企业两类。其中，重点涉外企业包括宁波全市 2019 年
进出口额在 300 万美元以上的外贸企业；走出去企业和外商投
资企业；机电及高技术产品出口、能源及大宗商品进口、跨境电
商、数字贸易、服务贸易、优质商品进口等“225”外贸双万亿行
动重点发展领域的企业。
内容包括：宁波银行安排 100 亿元信贷规模，定向投放两
类重点企业；宁波银行针对企业不同融资需求，为两类重点企
业提供优惠融资服务；对列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名单内企业，
发放再贷款，贷款年利率不高于 3.05%，保障疫情期间各类防
疫抗疫物资顺利恢复生产；针对企业日常交易结算业务，减免
网银转账手续费和年费，针对企业进出口业务，推出零收费计
划，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免除外贸企业的汇款手续费、电报费，
出口托收、信用证交单费等结算费用；发挥银行科技金融优势，
提供包括贷款、票据、国际业务等在内的全线上快捷服务；以及
针对受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企业，延长贷款还款期限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延期期间提供征信保护，
不视为违约。
记者 崔凌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