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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殷聪

“我们公司独创的纳米膜技
术全球领先，适用于绝大多数加
热型小家电。慈溪、余姚是全国重
要的小家电生产基地，我们希望
通过此次活动开拓更大的市场。”
昨日，在“宁波·绍兴周”绍兴特色
工业产品展上，三花控股集团负责
人杨长春向甬企代表展示了该集
团旗下企业艾尔达的创新技术。

电热转化效率更高、结构更
加简单等产品的特性让不少甬企
代表心动不已。记者在现场采访的
半小时内，杨长春便收到了两个合
作意向。与三花控股集团一样，昨
日，174家绍兴制造业企业组团来
甬，寻求与宁波的深度合作。

“纺织服装是宁波、绍兴的传
统优势产业。‘宁波装，妆天下’的
口号响彻海内外，绍兴的纺织印
染技术同样享誉全球。”绍兴彩色
橼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盛素
英告诉记者，作为宁波纺织服装
的上游产业，该公司已与宁波众
多纺织服装企业开展合作。此次

来甬一方面是进一步展示该公司的
设计能力，另一方面该公司也希望
与更多的宁波企业开展合作。

“此次展会是绍兴推进杭绍甬
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举措。”绍兴市经
信局相关负责人说，随着新一轮科
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融合，绍
兴已提出构建“3+2+4”产业体系。
其中包括纺织印染、绿色化工、金属
加工等三大传统产业；珍珠、黄酒等
两大历史经典产业；电子信息、高端
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四大新兴
产业。

绍兴的“3+2+4”产业建设与宁
波的“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可形
成互补，两地合作潜力巨大。以纺织
印染产业为例，绍兴近年来借力传
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纺织印染产业
加快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一批纺织服装设计企业可成为宁波

“千亿级”时尚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建
设的重要力量。

融杭、联甬、接沪。2017 年起，
绍兴不断拓展“朋友圈”，产业合作
持续发力。今年1月、4月，绍兴已分
别在上海、杭州举办绍兴周活动。

“3+2+4”握手“246”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凯凯
通讯员顾东栋） 昨天上午，海曙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龙观中队执法
队员来到龙观乡李岙村，开展

“综合执法进乡村”工作。
据了解，由于城区、建成

区、乡村的执法主体不同，许
多适用于城市、城镇的执法条
款无法应用于乡村。例如，非
法饲养、毁坏绿化、乱堆乱放
等行为，以及垃圾分类、户外
公共设施管理等内容，都不在

“综合执法进乡村”执法清单之
列。

管理盲区如何扫除？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督导科科长胡晓昕
说，独立于执法清单，海曙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专门列出“服务清
单”以填补管理的空白。“毁坏绿
化、乱堆乱放等行为虽不属于我们
的职责范围，可一旦遇上，我们还
是 会 上 前 劝 止 。 处 罚 只 是 ‘ 兜
底’，通过我们的服务，为老百姓
打造一个宜居的李岙村才是我们共
同的目标。”

目前，李岙村“执法+服务”
的工作方式已初步形成，两名主要
负责人每天都会对李岙村 97 户居
民进行巡查，及时受理基层组织及
居民反映、投诉，并定期参加工作
例会通报工作情况。近期，海曙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龙观中队对李岙村
违法搭建进行了一次集中整治，拆
除了 40 余家村民占用公共空间的
户外水槽。

“乡村是海曙区实现‘综合执
法全覆盖’的最后一块空白。此次
综合执法力量进驻李岙村，就是想
要以此为试点，探索出一条执法、
服务并行的治理之路，为其他区域
提供示范。”胡晓昕说。

综合执法进乡村
海曙迈出第一步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
员冯罗鑫 徐淋玲） 昨天上午，
李小姐拿到了装有《准予迁入证
明》的邮件，成为第一个通过“百
度—慈溪公安办证服务”成功办
理人才引进落户手续的人。

今年 3月，李小姐到慈溪一
家企业就职。但她有一件心事：
户籍还在新疆，要迁过来有点麻
烦。得知慈溪公安开通了网上申
请，她第一时间进行申报，不到
10分钟就完成了，2个工作日后
便收到了 《准予迁入证明》。当
然，因为她是外省户籍，按照相
关政策，还得回原户籍地办理户
口迁出手续。

“我没想到办理落户业务还
能在手机上操作，真的像网购一

样便捷。”李小姐说。若在以前，
她需要携带相关证件前往人力社保
部 门 并 拿 到 “ 人 才 引 进 落 户 证
明”，之后需携带这张证明和相关
证件再到落户地的公安户籍窗口办
理手续，整个流程需要 10 个工作
日。而如今，公安户籍民警会帮忙

“跑腿”——他们通过相应的平台
与人力社保部门进行对接，让数据
在两个部门之间流转。

为了让引进人才办事更省心省
力，慈溪公安还与百度公司联合，
将人才引进落户业务“搬”到了网
上。有这方面需要的人只要通过百
度 APP 搜索“慈溪公安”，动动手
指就可轻松完成落户登记手续。只
需 5个工作日，相关证件就可到达
当事人手中。

办理落户像网购一样便捷

慈溪人才落户“掌上办理”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
严洁）“我们以为错过了政策优
惠，没想到还能为公司领一个大
红包。”日前，2018 年度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工作刚刚结束，宁波
海斯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
责人马玲萍欣喜地说。

原来，税务部门近日发布公
告，针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软
件企业，调整了“两免三减半”的
优惠政策，新政规定：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自获利年度起计算
优惠期，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并享受至期满为止。

马玲萍说，公司的研发人员
占职工总人数近40%，去年一年
企业在技术产品研发上投入 800
多万元，而软件业务的全年收入
达 7000 万元，占该企业当年总
收入的 87%。“对我们来说，集
成电路设计与软件产业发展优惠

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马玲萍算
起减税账，“去年是我们企业获利的
第一年，按照新政策可以享受全额
免征 1200 多万元企业所得税的优
惠。”

不止是海斯曼，以软件应用研
发为主的宁波百搭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也享受到了减免政策。“这项新政
大大缓解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让企
业有更充足的资金投入科研和发
展。”该公司财务总监叶小川表示。

记者了解到，为了减轻企业负
担，税务部门通过在简政放权上做

“减法”和后续管理上做“加法”，积
极提升优惠政策落地速度。目前，市
税务局以最快速度改进了优惠备案
方式，采用企业“自行判别、申报享
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方
式，进一步简化税收优惠办理流程，
帮助企业应享尽享。

税务部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度全市享受“两免三减半”政
策的企业累计减免税收1.19亿元。

“两免三减半”为甬企送上
1.19亿元减税红包

全力部署应对 确保安全度汛

本报讯（记者何峰 慈溪市委
报道组邵滢） 日前，某军民融合项
目落户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生产外销军事装备。“多个地方希
望我们落户，而慈溪营商环境最
优，尤其是该市产业基金配套投资
2000 万元，让我们吃下了‘定心
丸’。”该项目负责人说。

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
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慈溪成立多只
产业投资基金。“慈溪工业投资集

团统筹基金运作，为制造业企业
提供股权投资、金融服务、产业
引导、平台打造等服务，助力慈
溪打造宁波‘246’万千亿级产业
集群示范区。”慈溪市相关负责人
说。

新兴产业引导基金是慈溪首只
产业投资基金，截至目前，1.2 亿
元投向 11 个项目，跟投基金投资
2.5 亿元，撬动社会投资近 10 亿
元。“11 个项目中，已有 1 家上市

公司和 2 家拟上市公司。”慈溪市
工业投资集团负责人说。

“当时‘中大力德’还是个占
地仅 5亩的小企业，新兴产业引导
基金 5500 万元的投资，对我们来
说真是雪中送炭，使得企业有资金
加大科研投入、扩大生产规模。”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人坦言。

“当初，看中‘中大力德’创
新能力较强，在关键时刻‘推’了
一把，企业提升了核心竞争力，成
功在中小板上市，‘机器人精密摆
线针轮减速器’中标工信部工业强
基项目，成为技术攻关的‘国家
队’成员。”慈溪市工业投资集团
负责人说。

尝到基金“四两拨千斤”甜头

的慈溪再度加码，规模 5亿元的创
业创新基金和规模 3亿元的先进制
造业基金即将成立，军民融合产业
基金和机器人项目投资基金也进入
筹备期。创业创新基金重点投资领
域为智能装备、新材料、生命健康
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而先进制造
业基金主要投向落户高新区的高科
技企业。

在项目落户时候“扶”一把，
把更多的优质项目吸引到慈溪来；
在企业发展关键时刻“推”一把，
实现企业“弯道超车”。“基金将聚
焦‘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
领域，引领更多的社会资本跟投，
更好地发挥倍数放大效应，助力慈
溪‘工业强市’建设。”慈溪市相
关负责人说。

慈溪聚力大产业集群建设

产业投资基金助推“工业强市”建设

昨天梅雨绵绵，在鄞州区塘
溪镇的梅溪里，薄雾在水面上飘
忽，远山若隐若现，大自然的神
来之笔绘出了一幅如诗如画的山
村美景。

（胡龙召 徐凯 摄）

雨中山村
美如画

本报讯（记者厉晓杭 通讯
员虞南） 入梅第一波强降雨来势
汹汹。当前，我省梅雨带已建
立，自前天我市宣布入梅后，

“雨水君”如约而至。
数据显示，从前天5时到昨天

17时，我市平均雨量24.3毫米，区
县（市）中排前三的为北仑42.4毫
米，鄞州34毫米，慈溪33.6毫米。

昨天中午，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
害气象风险提醒：受梅雨带影
响，预计未来 24 小时，我市仍
有大到暴雨。请各地加强与气象
部门沟通联系，密切关注雨情，
视情加密预警会商频次，加强巡
查监测，结合当地实际，切实做
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梅雨季拉开序幕，雨雨雨的天
气也是常态。根据气象部门预报，
近 10 天我市将出现三次强降水过
程，主要降水时段为 17 日到 19
日、20 日至 21 日、25 日至 27 日。
随着雨带南压，今天我市南部地区
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中北部地
区有阵雨。20 日全市有中雨局部
大雨，21 日有大雨到暴雨。25 日

至 27 日全市还有中到大雨，局部
暴雨。预计 18 日至 21 日全市平均
雨量在 60 毫米至 80 毫米之间，局
部地区可达100毫米。

受降水和冷空气不断补充的影
响，近几天我市温度不高，最高气
温在 30℃以下。根据预报，今天
我市温度稍有回升，最高气温在
28℃左右。

入梅第一波强降雨来势汹汹

近10天内我市将有三次强降水过程

本报讯（记者何峰 通讯员
任宓娜 顾梦婕） 昨日，我市各
沿江闸门启闭频繁，及时行洪排
涝。市河道管理中心在甬新河闸
口增装的 LED 警示屏也在昨天
正式启用。警示屏在闸门打开排
水的时候来回滚动播放“水闸正
在排水，注意安全”字样，告知
来往船只人员注意安全，及时离
开。

入汛以来，市河道管理中心
对直管闸泵和灌区设施的水工建
筑物、机电设备、金属结构、电
力线路、备用发电机等进行再次
检查，现场对泵站、闸门启闭设
施进行试运行，力求闸泵设施和

设备的完好率 100%，做到清水
引得进，涝水排得出。

昨天上午，市水务设施运行
管理中心派出两路工作人员进行
现场巡查和设备维护，对 10 多
个监测的设施进行调整和故障排
除。

今年，我市 32 座大中型水
库 入 梅 蓄 水 总 量 比 常 年 偏 多
9%。我市各水库严阵以待迎接
梅汛。白溪水库在加强机电设备
日常巡检的同时，及时制定应对
梅雨季不同暴雨量级的调度方
案，准备适时调整计划，安排两
台发电机组发峰电，必要时 24
小时运行，削降水库水位。

沿江闸门频繁启闭行洪排涝

本报讯（记者孙佳丽 实习
生吴雨萱）记者昨日从市商务局
了解到，此次梅雨季节，我市蔬
菜、水果、肉禽蛋以及水产市场供
应充足，价格能保持基本稳定。

据了解，目前我市每天的生
猪供应量在 5000头左右，白条肉
约 220 吨，其中 70%来自江苏、山
东、河南、江西等周边省份，受梅
雨季节影响不大。宁波市肉禽蛋
批发市场总经理范伟生告诉记
者，我市每天的鸡蛋供应量为160
吨左右，随着新鸡相继进入开产
期，蛋价有望趋稳并出现回调。

由于供应渠道增加，目前市

蔬菜副食品批发交易市场每天的供
货量达到了 2800吨，处于供大于求
的状态，均价已经从上个月的每千
克1.7元降到1.65元，且会维持在全
年较低水平。

“由于我市大多数水果来自外
地，而地产水果基本到了销售末期，
在水果供应和水果价格上能保持稳
定。”市蔬菜有限公司果品分公司办
公室主任郑泽南说。

我市水产的价格也不会受到很
大的影响。据市水产品批发市场负
责人刘琦介绍，市面上销售的以休
渔期前储存的冷冻海鲜为主，市场
供应相对充分。

供应足 价格稳
梅雨季市民菜篮子“轻松拎”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
员沈庆炜） 昨天，我市各级农业
干部和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
技术指导。市农业农村局派出 8
个工作组分赴各区县 （市） 检查
指导防汛防灾工作，并通过农民
信箱平台向全市 20 万余名注册
用户发出天气变化和防汛技术措
施。

在慈溪坎墩街道玉兰果蔬农
场，工人们正在采摘西红柿、黄
瓜。农场负责人表示，他们收到预

警信息后迅速组织抢收。在宁海力
洋镇，各村社正在开展防汛物资和
排水泵等装备检查，确保低洼村排
水。在鄞州区奇虾水产专业合作社
和奉化区阿岳水产养殖场，养殖专
家建议采用藻类定向接种培养法稳
定水质，减少投饵量以减少病害。

农技专家表示，当前要加强早
稻灌浆结实期管理，做好排水搁
田；加强清沟排水，及时采摘成熟
的蔬菜瓜果；加强农作物病虫害防
治，适时追肥，提高作物抗性。

农技专家深入一线指导
本报讯 （通讯员张立 记

者陈朝霞） 记者昨天从海曙区
获悉，该区于 2017 年开建的风
棚 碶 泵 闸 正 式 完 工 并 投 入 使
用。该泵闸系海曙区划调整后
首个完工的大型水利设施，其
内 河 侧 按 20 年 一 遇 排 涝 标 准
设 计 ， 外 江 侧 按 50 年 一 遇 洪
水标准设计，可有效发挥防洪
排 涝 、 改 善 河 网 水 环 境 的 作
用。

总投资达3.13亿元的风棚碶

泵闸工程位于石碶街道北渡村风
棚碶河与奉化江汇合处，是宁波
市全面推进防洪排涝“2020”行
动计划中海西平原实施的重点骨
干排涝工程。

风棚碶泵闸项目建设单位负
责人介绍，泵站完工后助推完善
海西平原防洪排涝格局，减轻古
林镇以及下游石碶街道、海曙区
主城区及栎社国际机场的防洪排
涝压力，形成沿奉化江干流防洪
封闭圈。

风棚碶泵闸工程投用

打造“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

拉高标杆扬长补短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