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划停电预告

我局依法对以下纳税人的税收违法案件调查完毕，已经制作了相关 《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书》，已经送达当事人，当事人逾期未缴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六条的
规定，现将 《催告书 （强制执行适用）》 公告如下。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请公告所涉纳税人见
公告后，到我局领取。联系地址：宁波市甬港南路106号，联系电话：87002091,87002092。

宁波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11月6日

序号

1

纳税人名称

宁波汇庆贸易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爱平

公告事项

责令限期缴纳
税款,罚款.

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
第 40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34条、35条,54条规定

文号

甬 国 税 稽
一 强 催〔2017〕
13号

关于送达《催告书（强制执行适用）》的公告

11月13日 星期一 海曙 鄞江:大桥、
建岙梅园、梅溪、沿山村、恒固制罐、美固力
磁电、姚才根石雕、梅园工艺、李立电器、江
飞娟吸塑、创凡塑料、海柯阀门、长利风玻
璃、天新建筑机械配件、永宇玻璃、郞泰机
械、旺达石材、富士达纺织、万庆磁材、迪斯
金属、梅园山庄、合力新型建材、位友磁性
材料、金宙机械、旭一机械、诺诚矿业、煜淇
家居、红杰水泥预制品、磁静五金、尚海置
业、宝丽丰车辆配件、德泰机械、富剑喷涂、
永宇玻璃、倪岙石场、胜利石场、诺诚矿业、
江一兴金属、澳德莱地毯、新聚茂塑料、双
力金属软管、宏益五金、利祥缝纫机零件、
四联宏达玻璃、大家磁铁。（7:00-16:00）

11月14日 星期二 海曙 联丰世纪园
部分（8：30-17：30）；江北 旺家桥村一带（8:
00-16:00），裘市村一带（8:00-16:00）

11月15日 星期三 海曙 联丰三鼎坊
部分、天瑜酒店、联丰菜场（9:00-16:00），丽
园南路与启运路交叉口、新依莱物业、狮丹
努1837015（8:30-16：30）高桥:岐湖村，钧恒
五金、润钶汽配（08:30-16：00），高桥:巨生、
欣润、华中、樱康、新华、甬兴、古庵村工业、
龙腾（8:30-16：00），洞桥:界岭高速公路（7:
00-17:00）；江北 宝城塑料、星辰纺织、海
国电器、缪家村、张陆村、时心塑料（8:00-
16:00）杭州湾 竹溪园部分（8：45-16：30）

11月16日 星期四 江北 马径村一带
（8:00- 16:00），横 峰 沿 村 一 带（8:00- 16:
00）；杭州湾 白鹭园部分（8：45-16：30）

11月 17日 星期五 海曙 横街:凤林

村（8:30-16:00），古林:傲森塑胶、麦浪电
气、李立电器（8:30-16:30），高桥:岐阳砖
瓦、华宁、第二砩矿、歧阳二采、成隆、黄蛇
山(8:30-16:00)；江北 文萃新村:宁波大学

（8:30-16:30），向上村村委一带（8:00-16:
00）慈湖村、慈湖锻压厂（5001795222）、甬
陵轻工厂（5001791475）（8:00-16:00）

增加：11月06日 星期一 杭州湾 滨
海开发投资公司（8：45-16：30）

11月07日 星期二 江北 慈湖人家小
区 4、5、11、12、17、18、23、24、29、30、35、36
幢（8:00-17:00）

11月08日 星期三 杭州湾 富民村部
分、应裕乔（7：30-17：00）

11月09日 星期四 杭州湾 路湾村部
分（13：00-17：00）

11月10日 星期五 海曙 震丰经济合
作社、周公宅水库(教育设备)、三江六岸、甬
港塑料、宇达交通、海曙众博机电、丹峰、铁
器、雄伟新型板材、凌鹰机械、医用缝合针、
新甬江钢化玻璃、创新家具装饰、依格工
贸、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东旺针织、东
旭制衣、中银电池、纸制品、新星塑料、天时
国际、鄞奉路环城南路南侧、丁家街、段塘
杜鹃、段塑、大河头路、针织（9:00-16:00）；
杭州湾 华兴村部分、增产江翻水站、公路
管理局、庵东镇人民政府、海星村部分、滨
海轧石厂、海星沙石经营部、大通开发股
份、新区开发建设公司、桥南农产品加工、
西一塑胶、江南村部分、易邦旅业传媒、正
良涂料实业、万祥水产、海星农贸市场经营
服务（7：30-17：00）

11月12日 星期日 杭州湾 富民村部
分、庵东镇人民政府、海闻置业、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马中村部分、兴陆村部分、
益族塑料模具、东一友谊钢结构、万成钢结

构、吉驰机械、仁栋电气、阿凡达复合材料、
亚达珥洁具、耐吉高压开关、管理委员会、
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司、科璇兔业发展、兴
农冬青水产养殖、三产开发、宇光电气（7：
30-17：00）

取消：11月07日 星期二 江北 慈湖
人家41-65幢部分（8：00-17：00）

11月08日 星期三 海曙 洞桥:宣裴、
百梁、惠江、上水碶、树桥村、张家垫、鱼山、
前王村等一代，宁锋晓宇、金坤工艺、洞桥
镇政府、亿润新型、汇邦钢管、泽岙新型材
料、明州能源、齐耀新能源、三寅衣架、绿州
能源、金基塑业、宏盛热处理、众联植物纤
维、晔磊塑料、博丰纸塑、鑫其精密、荣峰建
筑、雅克、池泉工具、罗琦、德天、王寅塑料、
四明山水泥、永发梅园石、新州焊接、嘉勐
工程、交通工程、金鑫轴承、禾丰农资、思弗
曼、古林嘉华、树桥村、威麟马、威麟马博霖
电子、咖诺机械、哈乐工艺、永久轻质、中国
石油、品峰新材料、双菱减速机、宇龙混凝
土、粮管所、腾磊服饰、利国锻造、建筑机
械、宁锋电镀、康吉五金、宁锋晓宇针织、飞
军焊接、华能建筑、佳能水泥、祥盛冷拉、名
昌塑胶、大陆交通、中国电信、飞虎机械、水
利建设、日月电线、嘉泰包装、水龙表喷涂、
圣辰雅服饰、金属拉轧、宁锋型钢、嘉纳电
子、水利建设、祥盛冷拉、名昌塑胶、佳能水
泥、宏森木业、帅特龙、振业纺织、宁锋针
织、甬金钢材、大康服饰、宣和贸易。金通气
动、青锋工具、金马龙、金泰壹加壹、阿帕
奇、韦博模具、德克力、方兴、汽车回收、欧
依欣、天琢家具、东南水玻璃、隆力模塑。（7:
00-17:30），张家垫1号公变附近（7:00-17:
30）

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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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合 通讯员
陈磊） 乡村要振兴，关键得有一批
扎得了根、干得了事、担得了责的
党员干部队伍。上周五，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宁海第
二批“第一书记”走上锋领论坛，
紧紧围绕十九大报告的精神，述职
宣讲、赛马亮绩，接受来自组织和
群众的检验。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乡
村振兴战略，对于宁海来说，这是
一条强村富民的机遇之路。早在
2015 年开始，我们就有意识地让

县直机关的后备干部到农村一线当
‘第一书记’，培养他们的基层情
怀、为民情怀和使命情怀。”宁海
县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桑洲的里山季村，以花为媒举
办麦饼文化节、幸福生活节；胡陈
的梅山村，以精品民俗为龙头，打
响了“心宿无尘”品牌；大佳何镇
的葛家村，四溢桂花香，精心打造

“桂语小镇”……过去乏人问津的
小山村，变成了活力满满的新农
村，“第一书记”给村民们带来了
看得见的项目和效益。

据统计，在过去一年时间，该
县 57 名“第一书记”全脱产驻村
帮扶，累计走访农户 2.2 万户次，
实现群众微心愿 1300 个，争取帮
扶资金 1.22 亿元，引进发展项目
121个，完成基础项目146个。

来自教育系统的蒋倩，是黄坛
镇金家岙村挂职的“第一书记”。
一年多的基层锻炼，让她习惯了和
各类老百姓特别是基层困难户打交
道，熟悉了处理各类村务和做好群
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可以说，在
基层最前线，我了解到为人民服务

的深刻内涵，认识到基层干部身上
的使命和担当。”

“过去，很多人告诉我，农村
工作难做。不过，经过‘第一书
记’的磨炼，我感觉现在自己面对
群众时，不再束手束脚，做群众工
作也不再没有底气。”来自宁海县
科技局的胡世敏说。

据宁海县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后，宁海将以实践为平台，以一
线为舞台，做到选派的标准不降、要
求不减，让基层干部和美丽乡村一同
成长，让乡村振兴战略落地有声。

宁海举行“第一书记”锋领论坛
畅谈“农村情怀” 力推“乡村振兴”

前天，鄞州消防大队与福明街
道江城社区联合举行消防知识竞赛
活动。消防知识内容通过漫画、电
影、音视频等寓教于乐的形式出现
在竞赛题中，形式新颖，别开生
面。图为辖区楼宇企业的员工踊跃
抢答。

（丁安 陈建寅 摄）

知识竞赛
别开生面

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员
张洁） 11月3日下午，镇海区发改局
组织该区公安、安监部门，蛟川街道办
事处以及中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等8
家管道企业的检查人员，开展油气管

道沿线大规模现场徒步宣传活动，发
动群众共同拧紧管线“安全阀”。

当天，检查人员从俞范东路向
南，沿着蛟川街道中一村村委会至虹
桥四方小区的路线开展徒步巡查，并

对沿途的俞范、中一、虹桥等村、社区
群众及油气管道第三方施工单位发
放近900份资料，宣传相关管道建设
和保护知识。石塘下输油管廊迁改安
全隐患整改工程是镇海油气管道重

点改造工程，周边就是居民区。镇海
炼化公司机动处的陈振威说，希望通
过巡线和宣传活动，使居民进一步了
解油气管线建设和安全保护的重要
性，一起推进工程顺利开展。

镇海是全省油气管道密度最高
的区域之一，拥有管线总长度 250
余公里，安全保障工作十分繁重。
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组织开展徒步巡线宣传、油
气管道泄漏应急演练等活动，推动
管道企业夯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凝聚全社会安全发展共识，把全区
油气管道安全“网”织得更坚实。

拧紧油气管线“安全阀”
镇海检查人员徒步巡线宣传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方子龙 练黎） 记者近日从象山县
经信局了解到，前三季度该县针织
规 上 企 业 累 计 完 成 工 业 总 产 值
101.04亿元，较去年提前两个月破
百亿，同比增长 14.43%，且连续 9
个月呈两位数增长。向高端、智造
不断迈进，让象山针织产业喜获转
型红利。

针织服装是象山的传统优势产
业。面对日益加剧的竞争压力，该
县针织企业自我发力，加强面料和
产品创新，从单一的纬编针织向经
编针织等新型面料转型，推动传统
产品向精品化、时尚化的职业装、
运动休闲装等系列发展，在中高端
市场中抢占更大份额。兄弟服饰、

谊胜针织专注于女装、童装，前三
季度主营业务收入 3.55亿元、1.36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5.32% 和
25.55%；荣志服饰发力运动和职业
套装等系列产品，均在出口细分市
场中抢占一席之地。

同时，象山加大针织服装技改
补助力度，鼓励企业投入具有自
动化程度高、生产效率高、节能
低排放等特征的设备，通过引进
或改造生产线提升“智能制造”
水平。目前，该县许多针织企业
的制衣车间内，均有智能吊挂生
产流水线，通过电脑自动指挥调
度流水线上的半成品，并根据每
个工人的工作完成量，自动精确
地把待加工的半成品送到工人面

前，省去了以往交货、领货、清
点货品的时间。

此外，象山积极搭建公共服
务平台，引领行业健康发展。该县
实施“象山时尚小镇 （旅游+针
织） ”行动计划，组织企业参加各
类贸易产品展销、订货、进出口代
理等活动；加强针织企业骨干培
训，推广应用先进、成熟、适用技
术，探索建立和完善创业辅导体
系，建立电子商务孵化园。

县 针 织 协 会 负 责 人 告 诉 记
者，目前象山针织产业拥有从纺
纱、织布到漂染、印花、绣花、
制衣等完整产业链，部分产品技
术含量高、加工工艺精，综合优
势较为明显。

前三季度象山针织规上企业产值破百亿元

针织业发力高端智造收获转型红利

本报讯（记者朱军备 东钱湖
报道组祁珊 翁芳频） 东钱湖南岸
的和合半岛上，绿树扶疏，草坪整
洁，几对新人在拍摄婚纱照，一群
年轻人在绿地上嬉闹。“以前，这
里杂树较多，游人的活动空间较
少。通过去除部分杂树，种植花
草，湖边的空间被打开了，环湖环
境提升了档次。”东钱湖城建部门
工作人员说，这是“三线三门户”
生态整治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

今年初，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
委会立项“三线三门户”生态环境

整治提升工程，在满足道路的交通
和生态功能的前提下，进一步强化
绿化种植的景观艺术性，营造低碳
智能景区，突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的山水文化特色。

“三线三门户”是指南、北、
中三条主道及南、北、中三个门
户区域，包括鄞县大道钱湖段、
镇 岚 路 段 、 陶 公 路 段 、 环 湖 南
路、环湖南岸线及相关节点、东
环南路、明州大道东钱湖段，涉
及 绿 化 提 升 总 面 积 约 60 万 平 方
米，计划种植乔木 7000 余株，迁

移乔木约 7800 株，移除灌木约 6
万平方米，种植地被约 2 万平方
米、草坪约 8 万平方米，新建景
观 园 路 3000 平 方 米 ， 计 划 投 入
1.25亿元。

该项工程从今年 2 月动工以
来，建设部门高起点、高标准、精
细化管理，创造条件抢抓施工时
间，严格把控施工质量，并尽量减
少施工对游人的影响。至今，环湖
南岸线及相关节点 22 万平方米的
一期工程已完工，二期项目已动
工。

林疏花密 四季常青

东钱湖提升“三线三门户”生态环境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施双玲） 作为第五届宁波 （国
际） 文学周的重头戏之一，第二
届网络文学双年奖昨在慈溪颁
奖，酒徒的历史架空小说 《男儿
行》 获金奖，愤怒的香蕉的 《赘
婿Ⅰ》，疯丢子的 《百年家书》，
郭羽、刘波的 《网络英雄传Ⅰ：
艾尔斯巨岩之约》 3 部作品获银
奖，齐橙的 《材料帝国》 等 6 部
作品获铜奖。

第二届网络文学双年奖由浙
江省作家协会与宁波市文联、慈
溪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于 2016
年 11月正式启动。来自影视、出
版、网站、作家、评论家、媒体
等六个界别的 19位推荐评委进行
为期半年的推荐工作，从近两年

（2015-2016） 海量网络文学作品
中精选推荐出 83部作品，囊括了
悬疑、言情、都市、青春、武
侠、玄幻、历史、军事等各网络
文学主流门类，体现了近几年网
络文学创作的主要成果和成就。此
后，由 12 位来自不同界别的初评
委，选出 31 部作品入围最后的终
评环节。10月份，作品内容经审核
后，由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
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
陈崎嵘、省网络作协主席曹启文、
杭师大文创产业研究院院长夏烈、
慈溪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峻毅等
12 位终评委最终评议，并报大赛
评审委员会审定，最终评选出本次
双年奖的金奖1名、银奖3名，铜
奖6名和优秀奖15名。

第二届网络文学双年奖在慈溪颁奖

本报讯 （记者林海 东钱湖
记者站祁珊 蔡静） 昨天，2017
年中国铁人三项联赛收官之战在
东钱湖举行。来自法国、中国等
地的 600 多名铁人三项高手以及
爱好者分别参加了大师组、全程
分龄组、半程分龄组、接力组和
体验组的比赛。

由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和
浙江省体育局主办的本次比赛是
2017年中国铁人三项联赛的第 10
站，也是最后一战。大师组、全
程分龄组的比赛运动员需要在关
门时间之内完成 1.5公里游泳+40
公 里 自 行 车 +10 公 里 跑 步 的 比

赛，最先到达终点者为优胜。大
师组汇聚了铁人三项国家队的众
多高手，而其他组别的运动员多
是铁人三项运动的爱好者。他们
中年龄最大者将近 80岁。经过东
钱湖 18℃水温的考验后，运动员
迅速上岸换装，继续完成自行车
骑行和长跑的挑战。大师组最先
到达终点的是来自威海市铁人三
项运动协会的李郴，他以1小时57
分 55 秒的成绩完赛，是本场比赛
唯一 2小时以内完赛的运动员，打
破了赛会纪录。大师组女子冠军是
来自上海的安娜·威利特，她的成
绩是2小时12分14秒。

2017年中国铁人三项联赛东钱湖收官

本报讯 （励开刚） 昨 天 下
午，史凤凰摄影集 《流年碎影》
分享会在市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史凤凰讲述了照片背后的故事，
台下座无虚席。

史凤凰就职于宁波日报报业

集团，中国摄协会员，江北区摄
影家协会副主席，摄影创作二十
多年，作品多次在各级各类摄影
比赛中获奖，其中 《蔺草收割季
节里的孩子们》 获 2016年宁波市
首届摄影艺术展纪录类金奖。

史凤凰摄影集分享会举行

大师组冠军李郴到达终点。 （胡龙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