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局拟对宁波百川钢铁有限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税务行政处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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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相关文书公告送达如下：

序号

1

纳税人名称

宁波百川钢
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秀英

违法事实

你单位在账簿
上少列收入，少
缴 增 值 税
1127802.56 元 ；
少缴企业所得
1471184.25元。

相关决定及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二、五、
六、十九条及其实施细则第十二、十四、三十八条之规定，追
缴增值税 1127802.5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第一、五、六、十八条之规定，追缴企业所得税1471184.25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
一款之规定，决定处以少缴增值税 1127802.56元 0.8倍的罚
款；少缴企业所得税1471184.25元0.8倍罚款。

文书名称

《税务处
理决定

书》《税务
行政处罚
决定书》

文书文号

甬税稽处
〔2018〕47
号、甬税稽
罚〔2018〕

56号

以上税务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请公告所涉纳税人见公告后，到我局领取《税务行政处罚
决定书》。联系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997号北楼，联系电话：81877329、81877332。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8月24日

关于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局拟对宁波宣诺流体控制科技有限公司等2家单位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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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相关文书公告送达如下：

以上税务文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请公告所涉纳税人见公告后，到我局领取《税务行政处罚事项
告知书》。联系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997号北楼4楼，联系电话：81877329、81877331。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8月24日

序号

1

2

纳税人名称

宁波宣诺流体
控制科技有限

公司

宁波华越纺织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世龙

王建林

违法事实

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票

管理办法》

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发票

管理办法》

相关决定及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七
条之规定，拟处以罚款25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七
条之规定，拟处以罚款20万元。

文书名称

《税务行政处罚
事项告知书》

《税务行政处罚
事项告知书》

文书文号

甬税稽罚告 〔2018〕
168号

甬税稽罚告 〔2018〕
154号

关于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公告

我局依法对下列纳税人开展税收检查，现分别制作了《税务检查通知书》，因无法以直接或委托等
其他方式送达当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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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检查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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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
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领取纸质文书并接受税务检查。联系地址：宁波市高新区
广贤路997号北楼311，联系电话：81877261。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8月24日

序号

1

2

纳税人识别号

91330201MA282AKH2C

91330205MA282YE430

纳税人名称

宁波昊昊发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江北田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税务检查通知书文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18〕 6号

甬税稽二检通一 〔2018〕 7号

关于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的公告

亚 运 宁 波

NINGBO DAILY6 文化//广告
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 路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通讯员
汪灏） 通过三年努力，市级文艺家
协会会员达到 1 万人、区县 （市）
级会员达到 2万人和基层会员达到
7万人，全力支持乡村建设。市委
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市文联日前
联合发文，部署锻造十万文艺甬军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有关工作。

据了解，2017 年，我市在全
省率先实现镇乡 （街道） 文联组织
全覆盖，受到了中国文联和浙江
省委宣传部的充分肯定。今年，
有关部门在深入基层调研的基础
上，乡镇文联工作纵深推进，提
出“锻造十万文艺甬军，夯实镇乡

（街道） 文联基础”的工作目标。
前天，全市文联系统召开会议进行

了任务部署。其中，壮大基层文
艺队伍是这次文艺甬军建设的重
点。据了解，市文联系统将重点
指导各镇乡 （街道） 文联建设好
各艺术门类的协会，广泛吸收基
层文艺工作者、爱好者和民间文
艺社团骨干力量加入协会。通过
三年努力，使各镇乡 （街道） 会员
基本达到常住人口的 1%，每个镇
乡 （街道） 文联会员达到 500 人。
同时，支持每个镇乡 （街道） 培育
打造 10 支左右有一定艺术水准和
特色的社团。

根据安排，我市将用三年时
间，对全市镇乡 （街道） 文联文艺
骨干进行一轮培训，提升艺术水平
和创作能力。目前已完成文学、戏

曲、书法 3 个艺术门类 400 余名基
层协会负责人的培训。三年后，各
级协会全部骨干会员和60%的普通
会员将得到培训。我市还将在全
市创建 50 个文艺创作基地，为广
大会员深入基层采风创作创造条
件。依托创作基地，将大力开展
送戏、送展、送欢乐活动，把优
秀的精神食粮送到广大农村、社
区。动员市级各文艺家协会理事，
与农村、社区进行结对帮扶，全面
提升基层文艺骨干艺术水平。以广
大基层会员为主力，以农村文化礼
堂为主阵地，建设 300个左右的文
艺特色村 （社区），把文化“深
种”基层。

同时，我市将每年遴选 20 个

基层特色文艺团队或项目进行重点
培育；扶持 20 名市级青年文艺人
才下基层开展创作策划与辅导；鼓
励市文艺名家和各协会主席团成员
在基层设立惠民工作室，三年建成
150 个左右；划出专门资金扶持基
层优秀文艺创作，创设面向镇乡

（街 道） 文 联 会 员 的 “ 红 杜 鹃 ”
奖，每两年组织一次评选，重视作
品的原创性、大众化和本土特色；
发挥宁波市艺术发展基金作用，加
大向基层倾斜力度，进一步推动基
层文艺创作。

此外，我市还将整合利用各地
各类文化资源，推进镇乡 （街道）

“文艺之家”建设，为基层会员学
习、交流、展示创造条件。

我市锻造十万文艺甬军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郑

莹 周力）昨晚，亚运会速度攀岩
比赛在印尼巨港市的 JSC攀岩运
动中心举行，宁波体工大队的运动
员钟齐鑫、何翠莲分别参加男、女
个人速度攀岩的角逐，结果钟齐鑫
摘得一枚银牌，何翠莲获得铜牌。

钟 齐 鑫 在 淘 汰 赛 中 ，先 以
5.97秒的成绩战胜一位韩国选手
进入四强，但随后一位印尼选手
和伊朗选手分别爬出了5.79秒和
5.80秒的惊人成绩。接下来，钟齐
鑫对阵一位印尼选手，结果钟齐

鑫以5.64秒的个人历史最佳成绩赢
了对手 0.01 秒，惊险进入冠军争夺
战。另一组对决中，伊朗选手以5.63
秒的优异成绩胜出。在最后的冠军
争夺战中，钟齐鑫对阵伊朗选手，不
料他遗憾地抢跑，失去了争夺冠军
的资格。伊朗选手以 6.39 秒的成绩
获得冠军，钟齐鑫屈居亚军。

何翠莲在淘汰赛中，先以 8.82
秒的成绩战胜一位新加坡选手，随
后又以8.38秒的成绩战胜一位伊朗
选手进入四强。随后她在对阵印尼
选手的时候，以7.94秒落后0.1秒的
成绩不敌对手，遗憾地退出了冠军
争夺战。在和另一位中国选手争夺
铜牌的比赛中，何翠莲以 7.97 秒的
成绩战胜对手获得铜牌。

亚运会速度攀岩比赛

钟齐鑫摘银 何翠莲夺铜

本报讯（记者叶向群 通讯员
周蓉华） 记者昨天获悉：首届全国
青少年大提琴艺术周活动暨第七届
青少年大提琴比赛，今日在鄞州区
举行。

据介绍，本届艺术周及比赛，
由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主办，中
共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文广新

局指导，鄞州区人民政府承办。
据鄞州区文广新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本届艺术周及比赛今年1月初
正式开始筹备，比赛的复赛、半决赛
和决赛在鄞州举行。来自包括香港
在内的全国各地的60名选手参赛。

开幕式定于今晚在宁波文化广
场大剧院举行。之后，60 名选手

将分成少年和青年两组，展开优雅
而激烈的角逐。经过 7 天 3 阶段的
比赛，本届比赛将分别决出少年、
青年两个组别的一二三等奖及“中
国作品演奏奖”“优秀钢琴艺术辅
导奖”和“最佳导师奖”等。据昨
天新闻发布会披露的信息，本次大
赛的最高奖金为5万元。

第七届青少年大提琴比赛今晚揭幕
首届全国青少年大提琴艺术周活动同时举行

记者 陈青 通讯员 刘雨青

记者昨日获悉，市文保所正在
对世界文化遗产庆安会馆，全国重
点文保单位保国寺、白云庄、天宁
寺塔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 3D 测
绘，采集古代文物建筑精准数据，
为文化遗产后续保护和管理利用提
供科学依据。

宁波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有着众多的文化遗产，目前有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1 处，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 88 处，市、区县（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 481处，各级文物保
护点 1066处，涵盖古遗址、古墓葬、
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六大门类。如
何更好地守护这些宝贵财富，让文
化遗产焕发新时代的风采？

近年来，我市文保部门创新理
念，通过互联网和信息化技术，积
极开展智慧文保建设，进一步促进
文物保护、文物管理、文物宣传等
多方面的综合利用。去年初，开发

宁波市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管理平
台，该平台具备实时精确定位功
能，实现了检查人员在查访中同步
上传检查结果，在线上线下发整改
意见书，受检单位人员通过后台调
看和反馈等一系列功能。目前，搭
载该平台的手持移动端已全部在各

区县 （市)文保部门一线检查人员
手中推广使用，全市的日常文物安
全巡查工作实现了数据化、智能化
和移动化，电子化巡查已成为宁波
市文物安全巡查的主流，这也是目
前全省乃至全国文物安全检查方式
的革新之举。同时，我市在全省首

创不可移动文物二维码上墙工作，
参观者只需通过手机微信扫一扫，
该文保单位 （点） 的基本介绍、历
史演变、图片等信息就会跃然眼
前。

市文保所所长徐炯明介绍，实
现文物信息的数字化是建立文物建
筑预防性保护体系的核心。此次开
展不可移动文物的 3D 测绘，是利
用现代先进技术工具和数据采集处
理手段，对传统古建筑的平面布
局、结构体系、建筑外观等相关数
据进行采集并形成直观影像，扫描
数据将充实到“四有”档案编制、
建筑测绘和修缮等文物保护领域，
形成直观化的三维数据展示。“此
次工作不仅是对文物与文物建筑进
行精细测绘和高精存档，也是为之
后古建筑的整体高精度监测、相关
数据分析提供基础数据，为丰富的
相关科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为文
物虚拟修复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并
可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提供基础参
考数据。”他说。

3D测绘不可移动文物采集精准数据
宁波文化遗产保护又出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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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余建文 通讯
员林意然 王闻语）昨天，记者从
宁波植物园运营方获知一喜讯，
该园日前被吸纳成为国际植物园
保护联盟（BGCI）的新成员。

占地1800亩的宁波植物园一
期科普观光植物区，开园近2年来，
游客接待量已突破125万人次，并
获得“浙江最美赏花基地”（四季）、

“宁波市休闲旅游基地”等荣誉。园

内拥有各类等珍稀植物和具有较高观
赏价值的植物原种近1500个、园艺品
种4000多种，致力于打造宁波最具特
色的植物多样性保护基地。

成立于1987年的BGCI是全球
最大的植物保护组织，拥有遍布世
界 118 个国家的 700 多个植物园成
员，其中包括 50 多个中国植物园，
基本形成一个立足核心地区、遍布
全世界的植物园保护网络。

宁波植物园加入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

本报讯（记者林海） 昨日，由
宁波市外办、市对外友好协会组织
的宁波市武术代表团启程出访俄罗
斯、波兰。

此次出访的宁波市武术代表
团团长由市武协名誉主席、市太
极馆馆长、中国武术八段蔡天彪

担任，出访的 21 名成员中有全国
太极拳比赛金牌获得者陈萍、全
国木兰拳锦标赛的拳剑扇三项全
能冠军获得者王莉英，以及省级
以 上 奖 牌 获 得 者 徐 建 萍 、 张 国
珍、张静杰、王龄童、毕岳龙等
本市知名武术运动员。这次出访

为期 10 天，他们带去的武术展示
项 目 有 六 式 太 极 拳 、 四 明 内 家
拳、陈式功夫扇、42 式太极剑、
龙虎拳、木兰拳、陈式太极拳、
棍术、75 式刀、木兰双扇、太极
推手和十八式太极拳等 10 多个节
目。

宁波市武术代表团出访俄罗斯波兰

前日，市城管局、市教育局在鄞州万达广场举办垃圾分类幼儿绘
本见面会，提升垃圾分类小学、中学读本的研编质量，进一步扩大此
系列读物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并公布后续小学、中学读本的编研计
划。图为孩子们根据绘本故事进行情景剧表演。 （刘波 摄）

圾垃分类上演情景剧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陈
皎宇） 近日，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
会艺术体操比赛在湖州市体育馆举
行，9支代表队的运动员参赛。宁
波艺术体操队运动员孟芷嫣将乙组
个人单项绳操金牌收入囊中，同时
她还斩获了乙组个人单项徒手操第
二和乙组个人全能第三。6名小运
动员徐紫涵、仇嘉言、邬婷好、陈
嫣兰、付诗悦和戴子涵在丙组个人
团体赛中收获 1银，队员陈嫣兰获
得丙组个人单项球操 1银，付诗悦
获得丙组个人全能 1铜，梁雨晨获
得乙组个人单项圈操 1铜，仇嘉言
获得丙组个人单项带操1铜。

孟芷嫣出生于2009年9月，于
2015 年 10 月被招入市队训练。经
过一年多的训练，她获得了 2017
年浙江省艺术体操冠军赛的全能冠
军和球单项冠军。

省运会宁波队
又获一金三银四铜

【上接第1版】“电线日晒雨
淋，老化很快，有时还会冒火花。”
一位居民告诉记者，几年前，附近
一小区就因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线
老化出过事故，由于车棚封闭窄
小，大火烧了很久才被扑灭，所幸
未造成人员伤亡。

这一难题该如何破解？今年
初，社区与和信物业公司协调，对
一处闲置停车场加以改造，购入
了 10台智能充电箱，对电动自行
车采取“集中式管理”。

广庭社区党委书记谢庆恩告
诉记者，目前充电场能同时满足
100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需求，支
持刷卡、投币、支付宝、微信等多种
支付方式。为保证充电安全，每排电

动自行车间采用防火墙隔离，还安装
了监控系统，派驻专人24小时看管。

“要说服居民接受集中充电，不
再乱拉线，可不是一件容易事。”物
业主任姜杭说，业委会和物业工作
人员一户户上门做工作，还推出了
包月措施，鼓励居民使用。投入几个
月来，前来充电的居民越来越多。

而这只是广庭社区通过“集中
管理”创新，破解老旧小区难题的一
个缩影。今年年初以来，社区还在宁
馨园安排了5个共享单车集中停放场
所，消除了绿化带随意停车乱象；春晖
佳苑一角建造了“萌宠乐园”，达到人
宠分流效果，缓解了邻里养狗矛盾；
三和嘉园开辟闲置地块对来访车辆
集中管理，破解停车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