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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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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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曙吉财阀
门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招福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宁波招福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超姿
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宁波市坤水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坤水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豪帅
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豪帅
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豪展
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豪展
服饰有限公司

张吉林

施福林

施福林

陈志超

庄坤水

庄坤水

薛恩霞

薛恩霞

朱宗赞

朱宗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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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税

偷税

偷税

偷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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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追缴税、费 117856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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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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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万元的罚款及加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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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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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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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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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63.14 元及加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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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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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
第一款之规定，处罚款 43282.88 元及加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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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号

甬税稽一处
〔2019〕250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42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59 号

甬税稽一处
〔2019〕264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68 号

甬税稽一处
〔2019〕249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39 号

甬税稽一处
〔2019〕246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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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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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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藏林
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宁波市鄞州藏林
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宁波巨洪优流体
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城波阀门贸
易有限公司

宁波鸿关电子贸
易有限公司

宁波仓云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青益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青益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上二阀门
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

宁波东钱湖旅游
度假区诗军阀门
科技有限公司

胡藏

胡藏

李建设

洪永章

洪鸿辉

李来益

李来益

李来益

苏成杰

洪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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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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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追缴税、费 1136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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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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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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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税、费 3003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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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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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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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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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甬税稽一处
〔2019〕263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67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60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57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53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52 号

甬税稽一处
〔2019〕251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43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73 号

甬税稽一罚
〔201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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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杨家地块拆迁安置小区

三期工程的需要，根据浙江省建设用地审批意见书（浙

土字 A[2014]-0112 号）等批准文件，该地块拆迁范围内

的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方案，已经海曙区人民

政府批准。现就房屋拆迁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拆迁人：海曙区旧村改造管理服务中心

2 ．拆迁范围：海曙区集士港镇杨家村杨家港自然

村范围内坐落于宁波市海曙区集士港镇杨家村后桥头

10 组 3 号、10 组 10 号、10 组 38 号、10 组 32 号、集士港镇

杨家村杨家 3 组 60 号、4 组 49 号、4 组 51 号、4 组 61 号的

房屋及附属物（详见规划红线图）

3 ．补偿安置的方式和标准：房屋拆迁实行调产安

置或货币安置。补偿标准按《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

房屋拆迁条例》《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

例实施细则》及海政发[2017]39 号、甬发改价管[2019]

131 号文件执行。

4 ．搬迁期限：具体起止日期由拆迁单位另行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拆迁当事人对上述房屋拆迁

有关事项有异议的，可在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波

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三个月内向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曙分局
2019年10月15日

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公告
甬海征拆[2019]第2号

为配合镇海安置房迁改等工作，计划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9 年 10 月 23 日，220kV 长海 2R26 线、长镇 2R25 线双
线同时停役。线路停役期间，宁波电网运行非常薄弱。为保障
宁波市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的正常电力供应，必须确保相关特
级保电线路（涉及行政区域详见附件）安全可靠运行，现发布
电力设施保护公告如下：

一、线路沿线各单位在电力设施保护区（线路两侧 15 米）
范围内吊装、浇筑、植树、挖掘等施工前，须提前告知电力部
门，杜绝未经电力部门同意在电力设施保护区范围内违法野
蛮施工。

二、禁止在特级保电线路两侧各 500 米范围内实施燃放
烟花爆竹、放飞孔明灯、放飞气球、放飞风筝、垂钓、飞
行无人机等可能危及电力线路运行安全的行为。禁止在电
力铁塔周边设置垃圾堆场和临时违法新建建 （构） 筑物。

三、请各级政府督促沿线居民做好电力设施周边塑料薄
膜大棚、建筑彩钢瓦、彩带气球等易漂浮物加固工作，严防大
风吹飘异物引发电网安全事故。

四、严肃事故惩处和责任追究。对于因违法施工、野蛮作

业等导致电力设施遭受破坏或造成电网停电，电力部门将依
据法律法规，对责任单位、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

五、实施有奖护线。群众可通过 95598 或 51101694 举报危
及电力设施安全的违规线索。电力部门将履行保密责任，并
对有功举报人员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六、保护电力设施，维护用电秩序，是全社会共同的责
任。请各级政府协助电力部门做好电力设施保护工作，请广
大市民共同监督举报危及电力设施的违法行为。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宁波供电公司
2019年10月15日

附件.特级保电涉及区域清单
鄞州区：东钱湖镇、横溪镇、姜山镇、聚贤街道、梅墟街

道、潘火街道、邱隘镇、首南街道、塘溪镇、五乡镇、下应街道、
咸祥镇、云龙镇、瞻岐镇

北仑区：柴桥街道、春晓街道、大碶街道、小港街道
镇海区：贵驷街道、蛟川街道、九龙湖镇、骆驼街道、澥浦

镇、庄市街道
江北区：慈城镇、洪塘街道、庄桥街道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电网运行特级保电公告

NINGBO DAILYA7 综合//广告
2019年10月1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朱 立

本报讯（记者董小芳 通讯员
林杰荣） 认罪认罚从宽是指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
犯罪，对于指控犯罪事实没有异
议，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
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
理。但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处理后，能不能上诉申请再减刑？
近日，奉化一男子因认罪认罚后反
悔，刑期从 7 个月增加到 9 个月。

据悉，这是我市首起因被告人
认罪认罚又上诉，经检察机关抗诉
获法院改判的案件。

2019 年 6 月，奉化区检察院审

查起诉王某某容留他人吸毒一案。
经查，王某某从 2018 年至 2019 年
3 月，曾多次容留他人吸食甲基苯
丙胺 （俗称“冰毒”）。2019 年 5
月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

王某某有多次毒品犯罪的前科
劣迹，但鉴于王某某在侦查、审查
起诉阶段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
事实，奉化区检察院依法决定对其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告知王
某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内容及
权利义务。王某某表示没有异议，
自愿认罪认罚，同意检察院提出的
量刑建议，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

结书。奉化区检察院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以王某某涉嫌容留他人吸毒
罪向奉化区法院提起公诉。最终，
奉化区法院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
王某某有期徒刑 7 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 2000 元。

不料，今年 8 月 8 日，王某某
以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良好，原判量
刑过重为由向宁波市中级法院提出
上诉。得知王某某提起上诉后，奉
化区检察院认为王某某以原判量刑
过重为由提出上诉，已不符合适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条件，不应再
对其从宽处罚，故依法提出抗诉。

宁波市检察院经审查后，依法支持
奉化区检察院的抗诉意见。

宁波市中级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上诉人王某某仅以量刑过重为由提
起上诉，又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对原
来协商的量刑表示反悔，认罪但不认
罚，已不符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理
的条件，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有理，
应予以采纳。鉴于王某某违背认罪认
罚具结书中的量刑承诺，提出原判量
刑过重的上诉理由，不应再对其认罚
从宽，故对原判量刑依法予以变更，
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 9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2000元。

认罪认罚后反悔，后果很严重
奉化一男子因此被加刑两个月，系我市首例

本报讯 （通讯员沈佳丽 郑
玲 记者王博） 昨天，鄞州区东吴
镇的一片 400 亩的松树林里，一架
小飞机在上空盘旋。这是我市首次
采用无人机监测技术对松材线虫病
进行秋季普查，未来将向全市推广。

松 材 线 虫 病 俗 称 “ 松 树 癌

症 ”， 是 松 树 的 一 种 毁 灭 性 流 行
病。秋季是松材线虫病的高发季，
也是疫情普查任务最艰巨的时候。

“ 松 材 线 虫 病 普 查 工 作 很 重
要，能及时准确掌握松材线虫病疫
情发生情况。往年疫情普查的数据
都由人工监测所得，今年在人工普

查的基础上，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监
测松材线虫病，对人工监测是一种
重要补充。”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鄞州分局相关负责人说，无人
机监测松材线虫病具有效率高、范
围广、识别定位准确、组织实施灵
活等优点，尤其适合对交通不便的

林区开展监测。
另据了解，无人机监测松材线

虫疫情，可与人工普查数据形成对
比，核查人工普查的准确率，还可
以摸清辖区松材线虫病疫情家底，
为今后科学制定除治方案提供依
据，确保松林资源安全。

我市首次使用无人机监测松材线虫病

记者 徐展新

什么样的伴手礼能更好地代表
宁波？如何兼顾本地市民和外地游
客购买、赠送伴手礼的需求？

作为此次伴手礼推选活动评审
组组长，陈民宪一直在琢磨这个问
题。他认为，以宁波海鲜、宁波年
糕、宁波汤圆为代表的，耳熟能
详、已在本地外地广为传播的“宁
波符号”，是制作伴手礼的最佳原
料。它们文化积淀深厚、群众认可
度高，且创意包装的成本相对较
低。

然而，海鲜、年糕、汤圆存在
不易长时间保存、携带不方便、制
作方式和食用方式较为传统等不
足。“这些东西可以代表宁波，但
制成伴手礼时，总觉得少了点什
么。”陈民宪说。

在他看来，伴手礼的诞生需要
经过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初期的
资源整合、工艺研发、产品生产，
到后期的创意设计和推广营销，各
个环节缺一不可。“宁波有一批口
碑好、实力强的老字号企业，不缺
资源；本地设计人才和营销人才的
确稀缺，但我们可以面向全国聘请
优秀团队。真正容易被忽视的，就
是产品生产前的工艺研发环节。”

陈民宪以宁波年糕为例，抛出

了一串问题——年糕类伴手礼的体
积能否做得小一些，更符合“伴
手”的要求？能否实现不同年糕种
类的搭配，制造更多“花样”来？
采用真空包装、数日内可以开袋即
食，这样借鉴西点做法的年糕，是
否有办法加工出来？

或许，宁波人已经习惯拎着一
袋沉重的年糕、拖着一箱腥味浓郁
的海鲜走亲访友，即使包装相对粗
糙，也不妨碍心意的传达。但作为
面向全国乃至全球客人、展示城市
形象的伴手礼，还需要在产品研发
上下更多功夫。

当然，陈民宪很清楚，完全依
靠企业解决研发问题是不现实的。

“此次伴手礼推选活动的举办传达
了积极的信号，政府和行业协会已
经参与进来，为城市伴手礼的制作
搭建平台。建议相关部门筹措一笔
专用资金，帮助企业与各类研发机
构展开多种形式的合作，联手攻克
技术难关。”陈民宪说，“相较于企
业老板一拍脑袋作出的决定，群策
群力、集中智慧打造的产品，往往
更有说服力。”

前段时间，陈民宪在广东看到
一个令他印象深刻的伴手礼——一
条由年糕制作而成的“锦鲤”，栩栩
如生、口感出众。“年糕和鱼，既有吉
祥的寓意，又是声名远扬的宁波特
产，为什么我们就做不出来呢？”陈
民宪有些遗憾，但也充满期待，“宁
波是不缺匠人的，只有敢于打破传
统思维的禁锢，才能让老味道迸发
出新的生命力，制作出兼具传统气
质和现代风格的优秀伴手礼。”

专家支招：
在产品研发上下更多功夫

【上接第1版①】

全球化之路如何走？
买全球卖全球

寻迹隐形冠军，不难发现，宁波隐形冠军在
国际化步伐上同样大胆。

1997 年，宁波圣龙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的第二
年，董事长罗玉龙接到一笔德国巴伐利亚制造公
司（德国宝马）近 500 万元的硅油离合器订单。

尽管产品质量已达标，但严谨的德国客商对
圣龙集团内部管理诸多挑刺，这让罗玉龙意识
到：要让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光靠一身蛮力是行
不通的。

始于心，践于行。当时还属于“小不点”的
圣龙，在罗玉龙的主导下，大胆做起了引进外资
的文章：和世界 500 强美国博格华纳公司合资成
立华纳圣龙。

“如果当初不走出这一步，现在可能还被困
在小圈子里转！”多年后，回望这段经历，罗玉

龙庆幸自己的“敢为人先”，让他赶上了最好的
时代。之后的十年，中国私家车拥有量快速增
长，催生了大量汽车零部件的需求，华纳圣龙由
此成为国内最大、知名度最高的水泵离合器制造
商和北美福特公司 Q1 供应商。

买进全球技术、经验，卖出高品质产品，宁
波隐形冠军在“一进一出”间，突破成长的天花
板，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电脑横机制造商慈星
股份收购行业巨头瑞士事坦格，均胜电子将日本
高田收入囊中⋯⋯“蛇吞象”的故事还在继续。

“实现市场、资本、人才和技术的全球资源
整合，是宁波企业完成关键技术突破的另一成功
途径。”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认为，宁
波 85%的规上工业企业是民营企业，在参与国际
并购时反倒比国企更有优势。

集中于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企业，先缩小市
场，再通过全球化扩大市场，成为纵横国际市场
的先锋。去年，宁波单项冠军培育库企业出口总
额逾 570 亿元，同比增长近 35%，近三年年均复
合增长率超过 13%。

【紧接第1版②】 还要求全民阅读
基本公共服务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
政预算。届时，新闻出版、文化、
财政、自然资源和规划、教育、科
技、住房和城乡建设等行政部门将
联合成立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协调机
构 。 尤 其 引 人 关 注 的 是 ，《条 例

（草案）》 规定，侵占、损坏、擅
自拆除公共阅读服务设施，或者改
变其功能、用途和规模的，有关人
员将会被依法处分。

我市出台的《乡镇（街道）图书
馆建设与服务规范》也是一项开创

性工作，填补了国内乡镇图书馆标
准的空白。该《规范》对乡镇（街道）
图书馆的设立、选址、设置以及在

“总分馆服务体系”中的定位进行了
规定，对资源保障、运营管理、服务
提供和绩效评价做了详细要求。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
会主任李国新教授对《规范》的出台
予以高度评价。《规范》的发布，为我
市乃至全国乡镇（街道）图书馆提供
了建设标准，大大推动了乡镇（街
道）图书馆的建设和服务走向科学
化、规范化、标准化。

本报讯（记者林海） 宁波市首届全民运
动会近日有多项比赛先后举行。12 日至 13
日，钓鱼总决赛在江北区嘉绿垂钓休闲农庄
举行，来自全市各地 46 支代表队的 200 多名
钓鱼高手一决高下。最终，获得团体一等奖
的代表队是鼎乐汇二队、慈溪市一队、奉化
区一队、海曙区一队和北仑区一队。个人一
等奖获得者是林晓波、孙忠煊、李春华、徐
锋、黄裕炳。

12 日至 13 日，全民运动会地掷球比赛在
镇海炼化体育场的伟飞地掷球馆举行，100
多名地掷球爱好者参加了比赛。中国首位地
掷球世界冠军、老将岑伟飞也出现在赛场上。

全民运动会滑轮 （越野滑雪） 项目的比
赛 13 日在镇海区九龙湖举行，这是宁波第
一次举办旱地滑雪比赛。此外，全民运动会
的五人制足球、登山、飞镖、健身气功比赛
上周末分别在我市各地举行。

全民运动会多项比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