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我局拟对宁波昊昊发贸易有限公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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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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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
代表人

刘凯

田春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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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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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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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甬税稽二罚告
【2018】 295号

甬税稽二罚告
【2018】 316号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关于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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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行政北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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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

根据姜沈庭苑剩余房源情况，在自愿原则基础上，允
许石碶街道范围内重点工程建设涉及的拆迁户提前安置
至姜沈庭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允许提前安置对象
姜沈剩余拆迁户，机场三期的东庄、赵家、仓前拆迁

户，S214省道改建工程拆迁户，机场路南延拆迁户，机场快
速干道拆迁户，栎社新桥拆迁户，石碶村 3号地块拆迁户，
联丰道路改造拆迁户，冯家火灾拆迁户，明州大道拆迁户，
堤防工程拆迁户等；

二、房源套型
65 档、75 档、85 档、95 档、105 档、115 档、125 档、190

档、210档、230档、345档；
三、申报时间
套型申报日期为 2018年 12月 15日—21日，上午：8点

30分至11点15分，下午：13点30分至16点30分；
四、套型申报地点
套型申报地点为石碶街道司法楼1楼会议室。

五、申报原则
在姜沈庭苑剩余套型内进行申报，按照先报先得，报完相

应套型截止。
六、注意事项
1、若协议原安置地块为黄隘二期的，在自愿提前安置基

础上需根据安置新房面积补缴地段等级差额1523元/平方米；
（商品房地段价格目前6类和5类价格差为1523元/平方米，甬
价管[2018]47号）

2、拆迁户按户内人口，申请增购人均 30 平方米按 12000
元/平方米且需签订购买承诺书；

3、拆迁户需提前安置的必须签署自愿提前安置承诺书及
申请书；

拆迁户必须在抽签前规定时间内缴纳预缴款，结算原则
根据各项目原拆迁政策执行

4、具体抽签日期另行确定；
海曙区石碶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2018年12月10日

公 告

地址：宁波市兴宁路1188号
电话：87403188
日期：2018年12月13日

华东物资城（钢材）价格行情
物资名称
冷轧薄板
不锈钢板
镀锌管
镀锌板
镀锌板
H62黄铜带
T2紫铜板
锡磷青铜带
角钢

规格型号
ST12 1.0×1250×2500
304 0.5× 1000 ×C
1寸
2.0mm
0.5mm

（0.2-1.0） ×200
（1.0-6） ×400×1500
（0.15-0.8） ×200
125×80×10

产 地
本钢
太钢
天津友发
江苏
江苏
芜湖
永康
芜湖
济钢

价 格
4350
16000
4850
4600
4800
43000
54000
55000
4300

联系电话
87801090
87808547
83050222
87403456
87403456
87403307
87403307
87403307
87805217

物资名称
钢轨
工字钢
角钢
槽钢
圆钢
方管
因行情变化，以当日报价为准

规格型号
50公斤
10＃
160×100×12
40# Q235
A3，直径12
100×50×4

产地
鞍山
唐钢
鞍钢
包钢
富钢
无锡

价格
4550
4000
4300
4150
3950
4450

联系电话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87805217

公

告

苍松路13号房屋(原西郊假山巷)已列入轨道交通4号线海曙段大卿桥站—柳西新村站区间项目房屋

征收范围。经查询，建筑工程许可证号为88061，申请人为宁波市房产综合经营公司，建造时间为1988

年4月2日。该房屋实际使用人为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南门街道办事处，目前正在办理产权确认相关

手续。如有异议，见报五日内请致电87394101毛老师，并携带相关证明资料到苍松路22号。

特此声明！

宁波市海曙区南门街道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2018年12月13日

自本机关依法送达 《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文书后，宁波市镇海创想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等11家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下列单位进行公告送达《催告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适用），《催告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适用）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请下列单位自收到本催
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相关义务,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纳税人名称

宁波市镇海创想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宁波俊宇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区澥浦祥威压铸
机械服务部

宁波屯阀阀门成套设备有限
公司

宁波威尔斯阀门有限公司

宁波宣诺流体控制科技有限
公司

宁波峰亮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蔚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晶耀长裕商贸有限公司

宁波彩资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华越纺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惠

施兰芬

万治平

李仙水

顾书冬

王世龙

梁军

韩志武

刘俊

王沂海

王建林

履行义务
1．应缴增值税16900.48元、城市维护建设税1183.03元、教育费
附加507.01元、地方教育附加338.01元及滞纳金；
2．罚款19946.53元及19946.53元加处罚款。
1．应缴增值税 53179.48 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20873.86 元、教育费附
加12524.32元、地方教育附加8349.54元及滞纳金；
2．罚款258385.62元及258385.62元加处罚款。
1．应缴增值税50947.69元、城市维护建设税3566.34元、教育费附加
1528.43元、地方教育附加1018.95元及滞纳金；
2．罚款54323.28元及其54323.28元加处罚款缴纳入库 。

罚款500000元及500000元加处罚款。

罚款500000元及500000元加处罚款。

罚款250000元及250000元加处罚款。

罚款500000元及500000元加处罚款。

罚款200000元及200000元加处罚款。

罚款200000元及200000元加处罚款。

罚款400000元及400000元加处罚款。

缴纳罚款200000元及加处罚款。

文书文号

甬税稽二强催【2018】12号

甬税稽二强催【2018】21号

甬税稽二强催【2018】26号

甬税稽二强催【2018】27号

甬税稽二强催【2018】28号

甬税稽二强催【2018】29号

甬税稽二强催【2018】30号

甬税稽二强催【2018】31号

甬税稽二强催【2018】32号

甬税稽二强催【2018】33号

甬税稽二强催【2018】35号

联系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广贤路997号北楼
联系电话：81877317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12月14日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关于送达
《催告书》（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适用）的公告

NINGBO DAILY４ 要闻//广告
2018年12月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左文辉

【上接第3版】
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这个总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认识论、方法论到价
值论，从总目标、大方向到动力源，对改革开
放进行系统性思考，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理论创新为指引、
以制度创新为保障，我们党总揽全局，团结
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
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华民族迎来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是一段正在发生的历史。一代又一
代人的接力奋斗，让改革开放的中国步步逼
近光辉的山巅。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激荡，
将历史性变革和成就写在广袤大地，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经济发展

“火车头”，全球经济增长新引擎；经济总量
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
过30%；“四个全面”开拓治国理政新境界，新
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全局……中国道路成就
中国奇迹，中国崛起带来中国震撼，我们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40年前，誓言“赶上时代”的中国人在
踏上改革开放之路时也许不会想到，这一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不仅让中
国赶上了时代，还让其成为引领时代潮流
的重要力量。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让“中国号”巨轮驶入新
的水域，也为全世界寻求变革的人们提供
了方法与视野、理论与实践。

（七）

1978－2018，如果将这 40 年奔腾不息
的伟大进程，放到世界现代化史和制度变
迁史来看，这一世界上“最复杂”“最成功”
的伟大变革，也深刻影响着世界。不止一个
西方学者说过，我们无法再用现有的理论
来解释中国的发展，必须重新认识中国的
发展道路对世界的意义。

它拓展了人类现代化的道路，极大地
激发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自己道路”的信
心。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不无感慨地总结，
中国发展道路与西方有着根本差异，中国
的崛起是一个新“现代化模式”的崛起。在
世界的坐标系中看，中国改革开放这个“20
世纪最重要事件之一”，不仅助推一个十几
亿人口的大国深度融入世界，更向世界证
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

40年波澜壮阔的变革，绘出一个民族
向上生长的脉络，让中国在几十年时间里
走过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过去
6年多来，这辆“复兴号”现代化列车，更在
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驱动下，以飞驰的速度
划出一道炫目曲线，开辟了现代化的新境
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
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
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它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彰显
了马克思主义跨越时代的真理力量。十月
革命 100 周年之际，俄罗斯《真理报》刊发
纪念文章指出，中国的成就让人们依然寄
望于“十月的光芒”。从跌宕起伏的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史看，40年改革开放走出的这

条“中国道路”，不仅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更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世
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2018 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是中
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共产党隆重纪念
这两件大事，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也有
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以马克思命名的科学理
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40
年改革开放，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在马克思主
义指引下的伟大社会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展现
出磅礴的力量，让推断“历史终结”的人不得
不修正观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放射出更
加灿烂的真理与道义的光芒。

独特的探索、独特的道路、独特的理论、
独特的制度，让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成为
二战以来经济全球化、国家现代化潮流中
最为重要的历史进程，更成为 500 年来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最为厚重的历史篇章。

（八）

2017年 12月，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嘉宾，来到中央
党校参观。在刻着“实事求是”4 个大字的
石碑前，外国政党的领导人们纷纷留影。

这个场景，让人想起“软实力”概念提
出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一段
话：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
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
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
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
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
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无数探寻的目光投向中国。《世界是平
的》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有
个“古怪的想法”：要是美国能做一天中国
有多好！“做一天中国”，是希望“在这一天
里，我们可以制定所有正确的法律规章”，
克服难以迅速作出重大决策的制度弱点。

让弗里德曼羡慕的，是一个强大的执
政党带来的高效“国家能力”。布莱克在《现
代化的动力》一书中表述为，“现代化的核
心问题”，是“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学
者们用不计其数的案例表明，迈向现代化
的每一步，每一项改革与创新，都会涉及制

度的调整、利益的重组。越是重大的、深刻
的改革，涉及的范围越大、利益也越复杂，
稍有不慎就可能“停车”乃至“翻车”。从历
史经验来看，那些在改革过程中一遇到问
题就引发危机的国家，往往是因为缺少坚
强的领导核心和牢固的制度基础。

也许我们还需要打开另一个视野。40
年前改革开放航程初启，正值“戊戌变法”
80周年。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改革持
续 103 天后以失败告终，改革者甚至付出
生命的代价。展开历史卷轴，从商鞅变法、
王安石变法到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中华民
族虽不乏“载入史册”的改革之举，结局却
鲜有善终。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华大地开启的这
场前所未有的新的革命，因为始终有执政
党的坚持和引领，而拥有最坚实的政治保
证，40年一气呵成，40年依然强劲。

40 年来，正是因为党的坚强领导，确
保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具有稳定的制度
框架；正是因为党的坚强领导，中国能够正
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把改
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
度统一起来；正是因为党的坚强领导，中国
的改革开放始终按照一定的顺序、节奏和
力度展开。相信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稍
有了解的人，都会同意这样的结论：“坚持
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取得
成功的关键和根本。”

外媒观察，“强大的中央领导和先锋人
物对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至关重要”，而他
们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有远见的领
导人”“一个认真的改革者”，“中国恰恰需
要这样一位领袖”。有人统计，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从十八大到
十九大的 5 年间，先后召开 38 次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 365 个
重要改革文件，确定 357个重点改革任务；
6年多来，共推出1600多项改革方案，其中
许多是事关全局、前所未有的重大改革。

有人总结，曾经，中国道路对世界的启
示，更多是经济方面的；但党的十八大以后
的中国改革，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

“全方位”的借鉴。经济建设上，提出“使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政治建
设上，更加强调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文化建设上，坚定树
立文化自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
聚力；社会建设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生态文明建设上，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发展
各方面和全过程……6年多来的全面深化
改革，拓展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道，
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改革
开放最为本质的特征，是中国改革开放能
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九）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改革最不可思
议之处在于，它始终要在“世界级”体量的
层面，处理“世界级”的难题。美国学者傅高
义曾说，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坚定
地搞改革开放，没有前路可循，“中国面对
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

走过 40 年，中国改革依然面临许多
“娄山关”“腊子口”。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
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也让改革来到了一个
新的历史关头。

2018年 10月金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改革开放的先行之地广东。6 年前履新之
初，他首次出京考察就是来到深圳，在莲花
山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表达“敢于啃硬
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勇气和决心。而今再
一次来到这块热土，就是向世界宣示“要以
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开放
不断推向深入”。

山峰是用来攀登的，河流是用来跨越
的。今天的中国，复兴图强的时间表，已进
入至关重要的“下半程”。实现国家的现代
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擘
画了前后相续的目标，“把改革开放的旗帜
举得更高更稳”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坚
强意志；“将改革进行到底”，是亿万中国人
民的共同心声。

“我们的心胸燃烧着希望，我们前进的
道路铺满阳光”“让我们从今天出发飞向明
天，让我们把每个日子都当做新的起点”。
1978年，中国诗人艾青写下《光的赞歌》。

40 年大潮激荡，每一天都是新的起
点。

淘沙见金，改革不惑，“世界历史的中
国时刻”已经开启。沿着改革开放这条创造
历史的道路不断奋进，锲而不舍、一以贯
之、再接再厉，中国人民将走向更加光辉的
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迎来更加美好
的明天。 （载12月1４日《人民日报》）

1978—2018。
历史将怎样定义这风云激荡的40年？
这 40年，曾面临被开除“球籍”危险的

中国进行了“最有勇气的制度实验”，创造
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展奇迹”。

这40年，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华
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迎来了
复兴路上最为光明的前景。

这 40年，中国人民在跨越时空的变革

中不但实现了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更在
精神上走向主动愈加自信。

叩问历史：40 年来，我们靠什么开辟
出一条独特道路？

探寻未来：40 年后，我们该怎样续写
民族复兴的辉煌？

新华社昨日播发了长篇通讯《关键抉
择，必由之路——献给中国改革开放 40周
年》。

关键抉择，必由之路
——献给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上接第 1版】 会议
强调，做好经济工作，必
须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
能力和水平，加强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激励干部
担当作为，加强学习和调
查研究，创造性贯彻落实
党中央方针政策和工作部
署。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要做好岁末年初的民
生保障、安全生产、社会
稳定等各项工作，确保明
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党内政治生态展现新
气象，反腐败斗争取得压
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
取得重大成果。中央纪委
始终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
部署，深化纪检监察体制
改革，推动构建党统一指
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
的监督体系。坚持发现问
题和整改落实并重，巩固
深化巡视巡察工作。巩固
拓展作风建设成果，坚定
不 移 纠 “ 四 风 ”、 树 新
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
设，切实履行监督第一职
责。深化标本兼治，保持
惩治腐败的高压震慑。坚
决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
风问题。加强纪检监察队
伍建设，各项工作开创新
局面。

会议强调，反腐败斗
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全
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

远，必须将“严”字长期坚持下去，不断推
进党的自我革命，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要坚持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
统领，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
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的问题，坚决
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创新纪检监察体制机制，
做实做细监督职责，深化政治巡视，完善巡视
巡察战略格局，着力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
探索创新、实现突破。要有力削减存量、有效
遏制增量，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要时刻铭记
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要求，从严从实加强纪检
监察队伍建设，努力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
强，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纪委 2018 年工作
情况和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准备情况汇报。

会议同意明年 1 月 11 日至 13 日召开十
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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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历史的伟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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