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统一部署，宁波市税务局将于

2019年 1月 1日进行新旧金税三期系统切换，实现原

国地税两套金税三期系统并库工作，同时完成自然人

税收管理系统第二阶段上线。为确保系统顺利切换上

线，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暂停业务办理安排

2018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进行系

统切换上线，在此期间各办税服务厅 （含驻行政服务

中心等办税窗口）、自助办税服务终端、电子税务局

将暂停办理涉税业务。但下列业务仍可以正常办理：

1.增值税发票 （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普

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的抄 （报） 税；

2. 增值税发票选择确认平台(增值税专用发票认

证)；

3.纳税人端安装的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和网络发

票系统。

4.涉税咨询业务。

另外，因年终关账需要，2018年12月20日17时

起暂停办理TIPS缴款退库业务，12月24日16时起暂

停办理所有现金业务。

二、恢复业务办理安排

2019年 1月 1日自然人税收管理系统扣缴义务人

端、手机端、网页端和电子税务局对外开放。

2019年 1月 2日全市办税服务厅对外开放，所有

业务恢复正常办理。

三、注意事项

（一） 请广大纳税人、缴费人根据本公告妥善安排

业务办理时间，尽早办理相关涉税 （费） 业务 （特别是

发票领用、发票代开、车购税办理、房产交易、自然人

个税及社保证明开具、私房出租缴税等事项），尽量减

少因系统切换对办理涉税 （费） 业务带来的不便。

（二） 有关系统上线运行初期，可能会出现办税服

务厅拥堵、等候时间过长等情况，请广大纳税人在不影

响业务办理前提下，合理安排涉税 （费） 事项办理时

间。

（三） 有关系统切换上线期间，所有涉及纳税人的

事宜将通过宁波市税务局网站以及办税服务厅公告告知

纳税人，请纳税人及时关注。

（四） 其他未列明事项详见各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

务厅公告或关注宁波市税务局网站、微信公众号，也可

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或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

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对非税务机关发布的各类涉税 （费） 虚假信息，请

纳税人切勿相信，以免造成损失。

感谢广大纳税人、缴费人长期以来对税收工作的理

解和支持，我们将尽最大努力减少对纳税人办理涉税事

项的影响，对于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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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浙江省三
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宁波段)第六合同段工程于
2018 年 10 月底全部完成，该工程农民工工资已于
2018 年 11 月底全部结算并支付，如实际与公告不
符，可在本公告刊出后 1 个月内拨打如下电话清
算。特此通告!

公司：0571-87986573
项目负责人：13567106711
宁海劳动局：0574-65599031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三门湾大桥及接线工程第TJ6标段项目经理部

201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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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陈欢夸） 明天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昨日，两位抗
战史专家走进宁波五乡中学的历史
课堂，以特殊的形式向高一学生介
绍抗战这段民族不能忘却的记忆。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我认识
的鬼子兵》作者方军用自己的所见
所闻结合真实的文物，讲述文物背
后的抗战故事。他从一个吉鸿昌将
军的随身墨盒说起，讲述他英勇就
义的事迹；通过一枚美国飞虎队的
徽章，重现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经
历。

方军曾在日本工作 7年，接触
过大量日本侵华老兵，回国后搜

集、采访了大量抗战史实，至今已
出版多部与抗战有关的著作，并促
成多位日本侵华老兵来华谢罪。

“没有国，哪有家？！”今年 87
岁的天津师大退休教授李惠兰，
是爱国将领宋哲元的外甥女，昨
天给学生上了令人难忘的一课。
这位童年在沦陷区度过的老人，
告诉年青一代，什么叫做亡国奴
的生活。从喜峰口到罗文峪，抗
日将士是怎样用血肉之躯抵挡住敌
人的炮火的……李教授把自己的后
半辈子投入到对抗战史的研究和教
学之中，让中华民族“宁做战死
鬼，不做亡国奴”的精神薪火相
传。

“1933 年，日军侵占承德后，
继续沿长城进犯，二十九军宋哲元
等部英勇抗战。将士们在冰天雪地
里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与装备
先进的日军拼死肉搏，使喜峰口失
而复得。”这是高一历史教材上关
于喜峰口战役的一段描述，事实上
战争的惨烈程度远非文字所能描
述。听完李惠兰的讲述，同学们纷
纷拿出历史课本，在写有宋哲元事
迹的一页上请她签名。

据悉，李惠兰和方军是应同泰
嘉陵浙东抗战老兵纪念园的邀请，
来宁波参加国家公祭日纪念活动。
届时，他们将把抗战文物捐赠给园
区博物馆。

抗战史专家走进中学课堂
宋哲元外甥女讲述惨烈的喜峰口战役

图为李惠兰在历史课本上签
名。 （陈欢夸 摄）

记者 林 海
奉化记者站 黄成峰 严世君

11 日下午，我国知名文化
学者叶小文就奉化雪窦山佛教五
大名山等话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2008 年，叶小文在 《人民
日报》 海外版发表了一篇题为

《路遇“弥勒文化”》 的文章，
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反响。如
今，这篇文章成为解读弥勒文化
的经典之作。叶小文在谈到自己
对弥勒文化的理解时表示，弥勒
文化是一种人道主义文化，一种
乐观主义文化，一种面向未来的
文化。2008 年正值世界金融危
机爆发，国内发生了汶川大地震
等重大灾害，此时正需要“乐观
主义精神来提振信心、摒弃慌
乱，才能沉着应对、稳健前进。
每临大事有静气，每临难事先打
气。逆境中不怨气冲天，顺境中

不盛气凌人”。
在谈到弥勒文化推动中外文化

交流时如何担当重任的话题时，叶
小文表示，交流的要点在于有微
笑，意大利名画《蒙娜丽莎》就有
迷人的微笑，而弥勒也有中国式的
永恒微笑。要有“以和为贵”的思
想，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不
管是哪个民族、国家，哪种文化，
真善美是共同的，微笑也是共同
的，而弥勒的微笑可以对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有所帮助和启发。

在建议奉化雪窦山五大佛教名
山发展方向时，叶小文表示，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奉化雪窦山名山建设，需要坚持培
育现代化的弥勒文化传播使者，坚
持走出去与世界文化交流。过去太
虚法师和赵朴初都大力提倡“人间
佛教”，雪窦寺要坚持这一特色，并
结合时代特点，凝聚一套中国化方
向指引下的“人间佛教”理论体系。

文化学者叶小文：

弥勒有中国式的永恒微笑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员
王新） 日前，记者了解到，一场向

“改革开放 40周年”献礼的音乐作
品展演将于 16 日在宁波文化广场
大剧院举行。这场音乐会叫“梦想
的土地”——汪平吕明王少鸿原创
音乐作品展演，将集中展现汪平、
吕明、王少鸿三位宁波本土作曲家
在数十年音乐生涯中创作的一批代
表作品。本场音乐会由省音协、市
音协、市对外交流协会及鄞州区文
联主办。

在甬城乐坛，汪平、吕明、王
少鸿三人常被称为“三剑客”。汪
平多才多艺，是一位集作曲、演

唱、主持、书画艺术于一身的跨界
艺术家，尤其在音乐、书画方面有
着很高的造诣，现为中国音乐家协
会会员、宁波市音乐家协会常务理
事、国家一级美术师。他从事音乐
作 曲 近 40 年 ， 谱 写 了 近 千 首 作
品。吕明是一位扎根基层的音乐创
作人，现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
员、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宁波
合唱协会理事。原籍内蒙古的王少
鸿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教育
系，资深音乐制作人、作曲家，他
1996 年来到宁波后成立了个人音
乐工作室，现为鄞州区音协副主
席。

本场音乐展演活动的总导演陈
云其说起三位作曲家的音乐创作经
历时连声感叹“不容易”。他说：

“他们从事音乐创作已有 30 多年
了，创作了成百上千首作品，没
有这份对音乐艺术的坚守、对生
活热爱的情怀是不可能做到的。”
他介绍，整场展演精选了三位作
曲家的 13 首优秀作品。汪平的作
品 有 《欢 乐 马 灯 谣》《红 莲 赞》

《春吟天童》 等；吕明的作品有
《濠河头》《老家的走书》 等；王
少鸿的作品有 《陪你去听海》《格
萨拉》等。展演形式有男、女声独
唱、合唱、歌舞组合、童声合唱、

男女声二重唱等。另外，陈云其还
透露，为了充分展示三位作曲家的
艺术才华，当天举行音乐作品展演
时还安排了汪平古诗吟唱、吕明四
弦胡演奏、王少鸿钢琴弹唱三个表
演环节。“这将是一场非常接地气
且好听、好看的音乐盛会。”陈云
其说。

市音协主席陈民宪说，宁波建
设“音乐之城”，核心软实力就是
要推出一批能传唱开来的原创作
品。“我们为汪平、吕明、王少鸿
三位举办专场作品展演，就是要
向宁波本土音乐家的原创精神致
敬。”

为时代而唱 为梦想而歌

甬城乐坛“三剑客”将举行原创作品展演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江北
记者站张落雁） 江北城区形成了
10 分钟健身圈，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覆盖城乡，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2.48平方米，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口占 47.7%，居全市
前列。近日，全省推进体育公园
建设培训班在我市举行，江北区
在这次大会上介绍了经验，受到
与会人士的高度赞扬。

据了解，江北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体育场馆建设，制定出台
了一系列体育设施发展规划，明
确将体育场地设施作为强制性指
标纳入土地出让、住宅开发设
计、配套验收环节中。江北区体
育局全程参与到新建公园、居住
区涉及体育设施的规划设计、竣
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同时把体育
场地建设作为对乡镇街道体育工

作考核的主要指标。搭建好“四梁
八柱”后，江北区积极实施“体
育+”，推动体育场馆融合发展。
利用公园、沿江沿河绿化带、高架
下闲置绿地等资源，实施“体育+
绿地”，将体育设施、体育元素融
入公园建设之中。总投资 4亿元的
滨江体育公园，设置了 7 片篮球
场、2 片笼式足球场、4 片气排球
场、1片门球场以及健身步道、极
限运动区等。机场北路绿化带、水
上运动主题公园、湾头E体育公园
等正在建设中。此外，与国内体育
龙头企业中体产业集团合作，共建
国内首个“体育+商业”综合体。
充分利用拆后闲置地、边角地，实
施“体育+闲地”计划，规划建设了
一批全民健身场所。成功引进中国
体育场馆领军品牌——上海洛克体
育；投资 2000万元在拆迁储备地块

上，建设宁波市首家“洛克体育公
园”，在孔浦街道拆迁地块，因地制
宜建设孔浦足球中心，甬江街道拆
后的闲置用地建成了 11 人制标准
足球公园。利用山水资源优势，实
施“体育+山水”计划，将体育融
入历史人文和青山绿水之中。全长
36 公里的姚江干堤绿道、甬江体
育长廊、慈江绿道健身步道、骑行
道已经贯通相连。全长超过 80 公
里的“北山休闲游步道”成为人们
周末休闲“网红地”。以慈城 5 个
主要湖泊与慈城古镇为依托，全长
27 公里的五湖片骑行道，将林荫
溪流、古城文化、田园风光融为一
体，引领休闲健身新时尚。

目前，该区又在积极谋划建设
山地自行车公园，发展慈江皮划艇
项目，全力打造多元化特色运动休
闲基地。

“体育+”引领体育设施全域共建
江北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居全市前列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

郑莹） 近日，亚洲少年攀岩锦标
赛在泰国曼谷落幕，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的 168名运动员参赛。宁
波市体工大队的 4名队员代表国
家队参赛，获得两金两银一铜的
好成绩。

其中，黄锦彬一人独得两金
两银，收获了男子难度冠军、攀
石冠军、全能亚军和速度亚军。
其他 3名队员，孙露宁获得女子
速度季军，徐琪泽获得男子速度
第六名，冯欣蕊获得女子攀石第
八名。

据黄锦彬的教练钟林财介
绍，黄锦彬今年 13 岁，练习近
五年，此前在湖州安吉一个攀岩
馆训练，后转到宁波鄞江训练近
一年。他技术比较全面，在速度、
难度和攀石 3个项目上有很强的
实力。在 2014 年全国凯乐石攀
岩希望之星比赛上，他曾经获得
难度、速度、攀石三项冠军。

亚洲少年攀岩锦标赛
宁波小将收获2金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
员唐慧晔） 昨天下午，爱心励志
电影《轻轻握住你的手》首映发
布会在宁波影都东门口店举行。
该影片由宁波龙泰影视、宁波雨
花斋影业等联合出品，将于 12
月14日起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

《轻轻握住你的手》 由宁波
市委宣传部、海曙区委宣传部联
合指导，香港导演张健伟执导，
郭冬冬、马藜主演。该影片聚焦
社会特殊人群，是一部小题材、
正能量、大情怀的影片。影片主

要讲述了家境优越的周浩然与投身
公益事业的舞蹈演员穆小柯因帮助
残障人士走到一起，在引领对方走
出幼年丧母和地震中痛失丈夫及腹
中胎儿的伤痛阴影的过程中，双方
加深了解并最终幸福牵手的故事。
影片温情励志，风格清新健康，传
递出满满的正能量。

在首映发布会上，影片制片人
夏默承诺：影片在全国公映后，他
们将进行爱心捐助活动，每售出一
张电影票，就捐出 1元钱用于吉林
延边州的专项助残项目。

影片《轻轻握住你的手》
举行首映发布会

本报讯（记者林海 奉化记
者站黄成峰 严世君） 昨晚，
2018 雪窦山弥勒文化节“感恩
十年”交响音乐会在宁波大剧院
精彩上演，上千名观众观看了演
出。

演出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是
交响合唱 《弥勒意境 笑迎天
下》，由宁波交响乐团，宁波呐

豆少儿合唱团、宁波群星合唱团联
合演出；接着是中央民族乐团首席
琵琶演奏家吴玉霞带来的琵琶协奏
曲 《云想·花想》，然后是小提琴
协奏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第四
部分是女高音独唱 《茉莉花》《兜
率莲花》，由著名歌唱家吕薇演
唱，最后是尾声交响曲 《人间弥
勒》。

雪窦山弥勒文化节
“感恩十年”交响音乐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林海） 昨日，
杭州短池游泳世锦赛在奥体博览
城网球馆开赛，宁波世界冠军汪

顺在主项——男子 200米个人混合
泳的比赛中发挥正常，以1分51秒
01夺得一枚金牌，成功卫冕。

杭州短池游泳世锦赛

汪顺1分51秒01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