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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友利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正羽
针织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正羽
针织有限公司

宁波枫久流体设
备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罗叶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庄水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宁波庄水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志林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志林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悦哲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

宁波悦哲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

孙江伟

章爱丽

章爱丽

徐永久

牛垒垒

陈锦都

陈锦都

陈志超

陈志超

黄菊芳

黄菊芳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偷税

偷税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偷税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

偷税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处 5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追缴税、费 883115.77 元。对上述应追缴税款从
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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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款 694971.84 元及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处 5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处 5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追缴税、费 470259.62 元。对上述应追缴税款从
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处 5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追缴税、费 336738.54 元。对上述应追缴税款从
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处 3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追缴税、费 738043.89 元。对上述应追缴税款从
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处 5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税务处理决
定书》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税务处理决
定书》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税务处理决
定书》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税务处理决
定书》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甬税稽一罚
〔2019〕250 号

甬税稽一处
〔2019〕256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49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55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56 号

甬税稽一处
〔2019〕261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65 号

甬税稽一处
〔2019〕266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70 号

甬税稽一处
〔2019〕260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63 号

序号 纳税人名称
法定
代表人

违法事实 法律依据及相关决定 文书名称 文号

我局依法对下列纳税人的税收违法案件调查完毕，已经作出行政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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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税务处理决定和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公告如下：

关于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以上税务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请公告所涉纳税人见公告后，到我局领取相关文书，联
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甬港南路 106 号，联系电话：87002181，87002099。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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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呦成流体设
备有限公司

宁波呦成流体设
备有限公司

宁波嗣勇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宁波嗣勇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宁波雪域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明永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盛世竹源有
限公司

宁波海曙区正仲
勇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

宁波市鄞州洞桥
久欣五金制品厂

洪礼加

洪礼加

曹勇

曹勇

王雪

黄日明

钱云

胡藏

吴军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

违反增值税之
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追缴税、费 106889.73 元。对上述应追缴税款从
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处 5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追缴税、费 132838.63 元。对上述应追缴税款从
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处 5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处 2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处 2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处 5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
三十七条之规定处 3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追缴税、费 16234.45 元。对上述应追缴税款从
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
金。

《税务处理决
定书》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税务处理决
定书》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税务行政处
罚决定书》

《税务处理决
定书》

甬税稽一处
〔2019〕265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69 号

甬税稽一处
〔2019〕262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66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58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64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61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72 号

甬税稽一处
〔2019〕312 号

序号 纳税人名称
法定
代表人

违法事实 法律依据及相关决定 文书名称 文号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波监管局审批通过，同意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心支公司
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公告。

关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中心支公司迁址的公告

机构名称：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

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27330200

机构住所：宁波市鄞州区海晏北路455号交通

银行大厦15楼

成立日期：2009年08月20日

颁发许可证日期：2019年09月30日

许可证流水号：0239017
负责人：施建
联系电话：0574-83880679
客户服务电话：95510
邮政编码：31500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经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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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地理信息资源目录编
制和采集更新办法的通知

（甬政办发 〔2019〕 60号） ⋯⋯⋯⋯⋯⋯⋯⋯⋯⋯⋯⋯ （3）
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完善项目流转和招商
载体共享机制促进全域联动招商实施办法 （试行） 的通知

（甬政办发 〔2019〕 61号） ⋯⋯⋯⋯⋯⋯⋯⋯⋯⋯⋯⋯ （6）

部门文件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宁波市建筑市场房屋建筑
工程建设单位信用评价管理办法 （试行） 的通知

（甬建发 〔2019〕 96号） ⋯⋯⋯⋯⋯⋯⋯⋯⋯⋯⋯⋯⋯ （8）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18-2020 年中
央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工作的通知

（甬农发 〔2019〕 154号） ⋯⋯⋯⋯⋯⋯⋯⋯⋯⋯⋯⋯ （20）
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宁波市规模种粮大户种植补贴工
作方案的通知

（甬农发 〔2019〕 158号） ⋯⋯⋯⋯⋯⋯⋯⋯⋯⋯⋯⋯ （23）
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宁波市财政局关于调整企业
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等标准的通知

（甬人社发 〔2019〕 66号） ⋯⋯⋯⋯⋯⋯⋯⋯⋯⋯⋯ （25）

NINGBO DAILYA6 民生//广告
2019年10月1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金晓东

本报讯（记者蒋炜宁 通讯员
余晶晶 张土良） 今后，未经审核
认定的活动一律禁止进校园。记者
12 日从市教育局获悉，宁波全面
规范各类进校园活动。

近日，我市印发了 《关于进一
步规范各类进校园活动的实施意
见》，规定的进校园活动是指各类
党政部门或社会团体面向中小学

生、在园幼儿开展的，非列入课程
标准大纲内容的各类走进校园或组
织学生 （幼儿） 走出校园的主题教
育活动。根据 《意见》，市教育局
经审核认定并公布了 2019 年下半
年市级进校园活动清单。

对我市各类进校园活动，根据
学校（幼儿园）隶属关系和活动范
围，分别由市教育局或区县（市）教

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认定。其中，面
向市教育局直属学校或跨区县（市）
的进校园活动由市教育局认定。凡
未经审核认定的活动，一律禁止进
入校园或组织中小学生、在园幼儿
参加。组织学生（幼儿）走出校园的
主题教育活动，应当从紧从严审核。

下列活动一律不予认定：以营
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商业广告或

借机收费的活动；已纳入日常教学
的相关专题活动；主体不是学生的
活动，如各类“小手拉大手”活
动；上级部门已举办的类似活动。

市和区县 （市） 教育行政部门
于每年 7 月和 12 月集中受理下学期
的进校园活动申报。教育行政部门
对申报材料汇总后集中认定，并对
已认定的进校园活动清单按照有关
程序发文公布，实行动态管理。

市和区县 （市） 教育行政部门
设立进校园活动专项监督员，负责
督促落实进校园活动集中整治，受
理举报、监督查处和信息反馈等工
作。市教育局违规进校园活动举报
电话号码为 0574-89183287。

未经审核认定的活动一律禁止进校园

宁波全面规范各类进校园活动

记 者 王 佳
通讯员 陈雨轩 梅 薇

当前，我市老龄化发展态势迅
猛。2018 年末，全市 60 周岁及以
上户籍老人 151.3 万，占户籍总人
口的 25.1%。其中，全市 80 岁及以
上高龄老人 21.8 万，纯老家庭老年
人口约 57 万。

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失
能、失智老人数量随之增加。而几
乎每一位失能、失智老人的背后，
都有一段家庭艰难挣扎的过往。这
一群体之困，如何破解，在今年 6
月被列为全省康养联合体建设试点
单位的隶属民政系统的市民康医
院，将目光聚焦于此。

老人需要专业照护
解题得靠综合施策

今年 9 月正式运营的市民康医
院新院康养病区，迎来了数位失
能、失智老人。

78 岁 的 杨 大 爷 是 其 中 一 位 。
当记者见到老人时，老人面有笑
容，对话顺畅。然而，就在数日

前，老人还是情绪不稳定，有攻击
行为。经过系统疾病治疗、心理疏
导、康复锻炼，这位患有早期失智
症并伴有糖尿病、心脏瓣膜病等疾
病的杨大爷的情绪已好转。

“这让我们大大松了口气。”老
人家人说，自从认知功能减退，加
上长期卧床，老人脾气开始变得古
怪，经常无缘无故吵闹发火，其间
换了多位护工。“那段时间感觉特
别难熬，都快撑不住了。”

据了解，在需长期照料的失能
老人中，95％以上患有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呼吸系统疾病、中
风、骨关节等疾病，看护“担子”
很重。这也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
照护被公认为养老服务业“难中之
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照护是一件专业的事，比如
压疮、吸痰、插鼻胃管，家里人基
本搞不定。”据业内人士介绍，在
医院“压床养老”，更多是不得已
而为之。

对于失能失智的老年人，既迫
切需要提供专业医疗康复的“大医
生”，还需要提供贴心康养护理的
老年“照护师”。因此，面对高龄
失能、失智人群快速增长的现状，
医疗康复能否配套，护理服务能否
跟上，最终决定着“老有所养”的
整体水平。但目前，医疗机构不能
养 老 ， 养 老 机 构 “ 无 力 ” 看 病 ，

“医养结合”尚处于发展“初级阶
段”的现实，使失能、失智老人的
康养问题凸显。

全省康养体系建设正是补齐养
老服务短板的重要举措，凭借这股
东风，市民康医院利用自身资源优
势，在新院区探索综合医疗、失智
失能康养、老年慢病康复、安宁疗
护等相结合的康复医疗模式。

探索背后是现实需求
未来要做的还有很多

“ 我 们 拥 有 专 业 的 医 疗 、 护
理、康复师、心理师和社工师团
队，拥有专业的医疗、检测、康复
设备，这是我们打造康养体系的坚
实基础。”市民康医院院长陈亚萍
说。

在康养病区，康养服务的专业
性随处可见。

在失能老人病区病房，专门配
备了智能“天轨”无障碍移动系
统，老人可以在护工的帮助下甚至
自己操作“缆车”，安全地移位、
舒适地诊疗，避免转运带来的二次
伤害。

在失智老人病区，门牌号除了
302 这样的数字标识，还“刻意”
在门上贴了大大的苹果、橘子、香
蕉、菠萝等图像加以辅助认识，区
域内还有个“怀旧小屋”，放置了

老照片、老家具等物件，用来舒缓
老人情绪。康复师说：“老人的抽
象记忆在逐渐减弱，直观的图画和
身边熟悉的事物，能更好地帮到他
们。”

关于老年护理照护，市民康医
院已探索出一套优质、高效模式。
自 2014 年开始，医院每年承办全
市失智老人照护培训班，累计培训
全市失智护理照料人员 1500 多人
次 ， 提 供 照 护 指 导 1200 余 人 次 ，
并承担了宁波市失能失智老人标准
评估的相关课题。

今年，医院积极与周边养老机
构与医院建立协作关系，努力搭建
康养专业联合体。

“在试点的基础上，希望形成
医院、街道、社区相互联接的、可
复制的长效机制。”陈亚萍说，在
构建老人康养新体系中，他们非常
欢迎更多的专业志愿者团队加盟。

在新院区，有个社会化康复区
域，分设了“民康美术室”“陶瓷
创意工作室”“服装家纺创意工作
室 ”“ 绿 意 工 作 室 ”“ 民 康 学 堂 ”
等 ，“ 这 些 资 源 都 对 院 区 老 人 开
放，如果能有更多的志愿者前来陪
伴老人，教授老人手工劳作，会有
助于老人的康复。”陈亚萍表示，
他们希望通过精神康复、老年康养
让患者“生命的色彩”得以延续。
而未来，要做的还有很多。

失能失智老人如何康养
市民康医院探索破解民生难题

本报讯（记者石景） 本报 8 月
29 日曝光的北仑江山 99 小区业主
地下车位改建乱象近日终于有解。
北仑区相关部门称，该改造行为违
反 《宁波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
办 法》 和 《浙 江 省 城 乡 规 划 条
例》。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已
有两个阁楼和一处卷帘门被拆除。

对于曝光的车库改建乱象，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在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上公开回复：小
港中队执法人员已再次联合物业对
江山 99 小区地下车位砌墙、装门
封闭、加层等涉嫌违法建设影响消
防的问题进行现场检查取证，下发

《限期整改通知书》 27 份，并再次
向区消防大队、规划分局等单位发
函认定了相关违法行为。

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小港中
队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经过研究，
在车位上搭建建筑物、将车位变成
车库使用的行为属于违法建设。

《宁波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
理办法》 第 32 条规定，地下空间
使用权人和物业服务企业不得违法
拆改、变动地下空间主体、承重结

构，不得擅自改变地下建 （构） 筑
物规定用途。《浙江省城乡规划条
例》 第 47 条明确，房屋使用人应
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
用途使用房屋。

9 月 18 日、19 日，北仑区小港街
道、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小港执
法中队共同现场执法，对在 3-697
至 3-698 车位以及 3-687 至 3-688
车位上搭建的“阁楼”进行了强制拆
除，并向剩余 25 家违法当事人下发
了责令限期拆除通知书。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 3-532
至 3-535 车位的业主已自行将搭建
的卷帘门拆除。对 3-687、3-688
车位业主在车位靠里位置处新建的
一堵临时墙，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小港执法中队负责人表示，执法
队员已再次责令该业主限期拆除。

北仑区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此次
整改工作，拟于本月对该小区涉嫌
违法改建车位进行全面整改。

发现身边文明与不文明，请您
继续通过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微信搜索“nb81850”，关

注后直接留言
3、登录中国宁波网民生 e 点

通群众留言板

小区地下车位改建乱象有了说法
相关行为属于违法建设

北仑江山99小区车库
卷帘门和阁楼拆了

车位上的“阁楼”被拆。 （石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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