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统一部署，国家税务总局宁波
市税务局将于2019年8月21日开始进行自然人税收管
理系统（个人所得税部分，以下简称“ITS”）扣缴类业务
上云切换升级工作。届时，ITS 扣缴客户端和税务大厅
端所有业务将暂停对外办理，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暂停办理业务的时间及范围
（一）暂停办理业务时间
2019年8月21日20时至2019年8月26日8时。

（二）暂停办理业务渠道
全市使用ITS税务大厅端、扣缴客户端的渠道。包括各

级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政务服务中心办税窗口、委托代征
单位等办税服务场所，以及扣缴义务人使用的扣缴客户端。

（三）暂停办理业务范围
ITS税务大厅端和扣缴客户端均暂停办理所有业务。
二、可正常办理的其他ITS渠道及业务

（一）APP端所有功能均可正常使用。
（二）WEB端所有功能均可正常使用。
三、恢复业务办理安排

2019 年 8 月 26 日 8 时，以上暂停业务恢复办理。系
统恢复后，首次启动扣缴客户端时将提示软件升级，请
按照提示进行升级，否则将导致软件无法使用。

四、注意事项
（一）请广大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妥善安排时间，提

前办理系统切换期间停办的涉税事项，避免因系统切
换造成影响。

（二）系统切换完成业务恢复办理初期，请广大纳
税人、扣缴义务人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办理涉税事项，
避免因大厅拥堵导致办税时间延长。

（三）系统切换期间，请广大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
时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门户网站、微信公
众号和各办税服务厅通知公告。如有疑问，请咨询主管
税务机关或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同时警惕各种来
源不明的虚假信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特此通告。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

2019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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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钟法） 昨日，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
发布《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防
范和打击虚假诉讼的实施意见 （试
行）》，明标准、晰流程、严惩
治，为我市两级法院绘出防范和打
击虚假诉讼的“路线图”。

实施意见首次明确了在民事、
行政诉讼过程中，虚假诉讼情形的
认定，统一了裁判标准。具体包含
隐瞒对方住所地，冒充他人参加诉
讼，提交虚假证据，胁迫利诱证
人，对已清偿债务提起诉讼，对空
白借条、协议进行伪造变造后起

诉，对同一笔债务重复起诉，恶意
串通，虚假陈述等10种情形。

同时，实施意见结合司法实践，
列出了审理阶段、执行阶段容易滋
生虚假诉讼的情形，如公告后缺席
审理判决、当事人拒不参加诉讼且
委托代理人对事实陈述不清、当事
人之间属于亲近关系或共同利益关
系、证据不足仍迅速达成调解协议
等，方便法官做到重点防范的同时，
也对法官如何防范、甄别虚假诉讼
列出了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举措。

此外，实施意见还明确了堪称
宁波法院史上最严厉的处罚措施。

根据当事人实施虚假行为所造成的
不同后果，实施意见对相关司法制
裁措施进行了分级规定。其中，对虚
假诉讼行为致使人民法院认定事实
错误，判决、裁定、调解不当，且给他
人造成实际损失的，对自然人应处
以 5 万元至 10 万元罚款，并处以 5
日至15日的拘留；对单位应处以50
万元至 100 万元罚款，并对其主要
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处以5日至15
日的拘留。实施虚假诉讼行为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实施意见将惩治对象扩大至实
施虚假诉讼行为的委托诉讼代理

人，涉嫌虚假鉴定、审计、评估的
相关单位和主要负责人等，并规定
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并坚持“刀刃
向内”，明确法官因重大过失，未
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导致未识别虚
假诉讼，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按
照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法院
摸排涉虚假诉讼线索 199条，涉及
标的额 4.1 亿元。其中，已判刑 20
件 65 人 （含“套路贷”），拘留 2
人，罚款 20 人，其他处理 14 件

（驳回起诉、指令再审、提起再
审、训诫等）。

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实施意见

我市防范打击虚假诉讼有了“路线图”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昨天，我
省高考三段线招录结束，不少考生
拿着二段线分数争上高职院校的
热门专业。今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录取了 742 名二段生，占普通类
高考招生数量的 53%；宁波卫生
职业技术学院录取二段线以上考
生461名，占总招生人数的45%。

今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面
向浙江省普通类高考招生 29 个专
业 1400 名，有 742 名二段生被录
取，占普通类高考 53%，最高分
563分。其中，该校的计算机应用
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信
息工程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
建筑室内设计、会计、电子商
务、药品生物技术等 8 个专业全
部以二段分考生录满。同时，建
筑室内设计、计算机类、电子类

及电子商务专业仍然是考生首
选，机械类专业因社会需求量
大、技术含量高、年薪收入高等
特点也受到考生青睐。

在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招
生中，计算机类、会计、物流专
业受二段线考生青睐。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今年
招录二段线以上考生 211 名，比
去年增加 60 名。录取平均分超过
二段分数线的专业有 5个，分别是
软件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
机应用技术、会计、工业设计。

该校软件技术专业主任葛茜
茜老师认为，计算机大类近两年之
所以重新成为热门专业，与整个产
业发展的大背景息息相关，尤其是
人工智能和5G技术的良好发展前
景使得相关人才的需求供不应求，

许多学生还没毕业就被各大企业
“抢光”还有的毕业生选择去杭州、
上海等地发展。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男生
报考比例大幅度提升，每 4名报考
学生中就有 1名男生。省内计划招
录的 1033 名考生中，二段线上考
生有 461 名。该校的护理、助产、
口腔医学、口腔医学技术等传统
医学类专业依旧受热捧，护理专
业录取二段线人数为191名，比去
年增加 83 名。新兴的健康相关专
业、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和
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录取分数
较去年大幅提高。

近年来宁波高职院校贴近产
业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带
来了良好就业前景，是吸引众多二
段线考生报考的关键原因。

不少考生拿着二段线分数冲甬城高职院校热门专业
宁职院和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二段线以上生源占一半左右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黄
梓馨）昨天上午8时30分，我省高考第
三段平行志愿正式投档，接下来各高
校将进行网上录取，相关考生可于 8
月 10 日晚通过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网
站(www.zjzs.net)或浙江考试微信公众
号查询自己的录取情况。

志愿投档后，各高校专业投档分
数线将出炉。专业平行志愿中，各专业
投档线是投档到该院校专业的最后一
名考生的成绩。因此，考生可对照自己
的志愿清单和相应专业投档线预估自
己的档案去向。需注意的是，高考总分
相同的考生依据位次、志愿顺序投档，
若考生总分上线但位次或志愿序号未
达到，仍将无法被投档到该院校专业。

特别提醒考生：三段线下考生也
有升学机会。按照我省高考第三段投
档情况，后续还将进行征求志愿。今年
我省高职实施扩招，凡高考三段线上
未被录取及三段线下的考生，均可参
加后续征求志愿填报和投档。按照我
省高考录取进程，8 月 11 日将统一公
布征求计划，8月12日填报征求志愿。
有关考生请密切关注，把握好填报志
愿和投档录取机会。

我省高考第三段平行志愿昨正式投档
明晚可查询录取情况

本报讯（记者林海 通讯员俞
学丰）近日，中意青少年足球夏令营
在海曙鄞江的宁波第二少体校开
营，宁波 51名足球小将接受来自意
大利拉齐奥足球俱乐部青训教练的
指导，本次夏令营将持续到 8 月 12
日。

参加本次夏令营活动的小球
员来自我市的 10 多所学校，他们
将在意大利教练和中方教练章伟

臣、吴昊、徐剑锋、徐海峰等人的带
领下，提高足球技战术素养和综合
素质，包括英语、意大利语的教学。

2019 中意青少年足球夏令营
由宁波市体育局主办，市足球协会
和宁波体校承办，本次夏令营活动
特邀来自意大利拉齐奥足球俱乐部
的３名青训教练大卫、阿尔贝托、弗
朗西斯科执教，三位教练持有欧足
联教练证书。举办本次 2019中意青

少年足球夏令营，是宁波体育系统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
设，学习意大利足球先进经验，提升
宁波足球氛围和竞争力的有益探索
和具体行动，期待能为宁波体育加
强国际合作交流发挥示范作用。夏
令营以“友谊、合作、提高、成长”为
主题，希望用拉齐奥青训的科学方
法提高宁波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水
平。

中意青少年足球夏令营在甬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昊 江北区
委报道组张落雁）“她，跋涉了许多
路，但总是围绕大山与村落；她，吃
了很多苦，但留给孩子的总是甜。
37年，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却
绚烂了两代人的童年。”在昨天举
行的江北区首届“道德微课”宣讲
比赛上，张桂萍老师献身乡村教育
的感人故事通过宣讲员詹曼声情
并茂的讲述让全场听众动容，很多
人眼中噙着泪水。

以十年时间坚守一句承诺的
洪雪飞、热心反哺社会参与志愿
服务的严妍娜……一个个有名有
姓的身边好人，一个个可信可学
的凡人故事，19 名宣讲员轮流登
台，展示了一个又一个第四届江
北区道德模范候选人的事迹。

“道德微课”是江北区推动新
时代文明实践常态化创设的创新

载体。虽然“道德微课”每人的
演讲时间只有３分钟，然而有血
有肉的感人故事，在精炼的演讲
中展现了直击人心的力量。

“一滴水折射太阳光辉。”江
北区文明办负责人表示，“道德微
课”以道德模范为鲜活教材，让
身边的榜样感召人、影响人、带
动人，同时避免以往道德模范

“高大全”的宣传形象，以小故事
展现大品格、大情怀，让道德模
范真正走进群众心里，让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
无所不在、无时不有。

深入浅出才能深入人心。“道
德微课”形式注重“短平快”，时
间上不求长，场面上不求大，通
过具体化“对焦”、通俗化“变
脸”、形象化“润色”，成为凝聚
爱心的春风、催人奋进的细雨。

据悉，江北“道德微课”下
一步将结合道德模范的评选，深
入各街道乡镇，走进社区和农村
文化礼堂进行巡回宣讲，放大身
边的感动，聚集道德的微光，构
建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

江北创设“道德微课”——

让道德模范走进群众心里

本报讯（记者林海）昨晚，第二
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在山西太原开
幕，宁波代表团的 262 名运动员出
征本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据记者了解，参加此次全国青
年运动会的宁波运动员颇具实力，
小将余依婷曾参加游泳世锦赛，张
雯雯曾获全国少儿游泳锦标赛冠
军，蹦床的曹云珠、射击的徐源
男、田径的泮佑琦、马术的汤凯

伦、网球的徐伟涛、帆船的王坚
雄、举重的俞梦倩等先后在国内外
的单项大赛中崭露头角。

上届青运会宁波代表团夺得 7
金 6 银 6 铜，本届青运会目标超过
8 枚金牌。市体育局工作人员说：

“在已结束的多项比赛中，宁波队员
在体校组的比赛中表现出色，已获
得 14 枚金牌。体操项目上表现尤
其突出，获得 9 枚金牌。”据不完

全统计，宁波队员在本届青运会体
校组的比赛中已获得 14 金 22 银 24
铜。

接下来宁波代表团还有多个冲
金点。市体育局工作人员介绍：“田
径 （甲组）、射击、自行车、蹦床、
羽毛球、网球、赛艇、游泳、攀岩
等 9个项目是重点冲金项目，余依
婷、曹云珠、顾权权、张雯雯等近
30名运动员为重点冲金运动员。”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开幕

宁波代表团262名运动员出征

本报讯 （记者陈青 通讯员
薛云） 近日，由宁波市文化艺术
研 究 院 打 造 的 原 创 实 验 戏 剧

《听·见 阳明》启程参加爱丁堡
艺术节。

去年 10 月 27 日，《听·见 阳
明》原创剧本朗读会在天一阁举
行，因其丰富的戏剧形式、动听的
原创音乐以及对本土历史人物传
说的现代表现手段而获得好评，成
为“听·见”系列又一力作。

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决定
让“听·见”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
传播宁波故事、中国故事，该院
向 爱 丁 堡 艺 术 节 发 出 申 请 后 ，

《听·见 阳明》成为艺术节重要
组成部分——中华文化艺术节的

演出剧目之一。
据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副

院长、《听·见 阳明》艺术总监
王晓菁介绍，往年中华文化艺术
节演出，皆以歌舞或传统戏曲、
杂技类为主，2019 年主办方有意
丰富表演形式，倾向于加入语言
类剧目，以加强文化交流。《听·
见 阳明》 不仅符合主办方的艺
术设定，又因讲述中国传统历史
人物、东方意蕴与西方形式兼
具，成为第一个获得演出邀请的
剧目。

在 经 过 一 个 月 的 打 磨 后 ，
《听·见 阳明》 形成最终版本，
将于当地时间 8 月 11 日下午在爱
丁堡国际会议中心演出。

《听·见 阳明》启程
参加爱丁堡艺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