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曙区洞桥镇 1 号安置地块、1 号安置地块配
套道路、1 号安置地块二期、经三路 （纬九路-南
园一路）、潘家耷 1 号安置地块已列入年度土地出
让计划。因地块出让需要，需在土地出让前对上
述地块内的电力、通信、供水、排水、燃气、人
防工程等设施进行摸排，以确保该地块内地下无
管线及设施。请相关权属单位于见报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到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人民政府进行登
记确认，逾期不予登记的，视作该区块内相关设
施迁移完毕，由此可能造成的后果由权属单位自
行承担。

联系人：林金娜
联系电话：0574-88434696 17816874173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章远路 150 号

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人民政府
2022年4月20日

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1号安置地块等地块地下设施登记公告

一、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
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版本详见
http://www.zhonghua- paper.com/ww/uploads/100_doc-
ument_report.pdf

查阅完整纸质报告书全文请以电话或邮件方式联
系建设单位或报告编制单位，同时企业环安部现场放置
纸质报告书，以便公众查阅。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详 见 http://www.zhonghua- paper.com/fileupload/

swfdisp.aspx?id=20220411085409218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欢迎任何单位或个人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
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电话等
方式向建设单位反馈。

建设单位：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严处 联系电话：0574-86989912
电子邮箱：yanyouai@mail.zhonghua-paper.com
环评单位：浙江仁欣环科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邱工 联系电话：0574-86864929
电子邮箱：qiujixia@rxhky.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次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即2022年4

月13日至2022年4月25日结束，向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0日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高档绿色环保
卡纸及配套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朱飞兆机动车驾驶人 （人员名单见：“宁波交

警”微信公众号-公民服务中心-公示公告-机动车和

驾驶证）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本市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超过 15 日未接受处理。

对法定应当给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暂扣或者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处罚的情形，机动车驾驶人无正当理由逾

期未接受处理的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110 条第 2 款规

定，拟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

因采取其他送达方式无法将 《行政处罚决定书》

送达上述驾驶人，现依法予以公告送达。请以上机动

车驾驶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处罚决定机关领取处

罚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机动车驾驶人如不服处罚

决定，可在公告期满后 60 日内向宁波市公安局或宁波

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6 个月内向鄞

州区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2年4月20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朱飞兆道路交通
安全违法行为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

邵忠岳等 29 名机动车驾驶人 （人员名单见：“宁

波交警”微信公众号-公民服务中心-公示公告-机动

车和驾驶证） 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本市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后超过 15 日未接受处

理。

对法定应当给以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暂扣或者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的情形，机动车驾驶人无正当理

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110 条第 2

款规定，拟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

对上述告知事项，拟被处罚的机动车驾驶人有陈

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请以上机动车驾驶人自

公告之日起 7 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扣留地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理，并可以依法行使陈述、申辩

权及提出听证申请，逾期视为放弃权利，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将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处罚决定。

特此公告。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2022年4月20日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对邵忠岳等29名扣留驾驶证后
逾期不接受处理驾驶人拟作出吊销驾驶证处罚决定的公告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积极探索普
惠金融服务“四法”诀，持续提升
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切实以金融
力量支持宁波实体经济发展。

“加减法”是普惠金融惠及千企
万户的基础。“加法”主要体现在产
品服务和客户体验上，“减法”主要
体现在审批程度和办理时效上。创
新推出“小微快贷”产品体系，陆续
发布“抵押快贷”“担保快贷”“场景
快贷”等多个线上化产品，通过流程
线上化、审批自动化、风控职能化，
加快普惠金融产品迭代升级，让更

多小微企业便利化获得金融资源，
将普惠金融服务落到实处。目前，上
海银行宁波分行普惠贷款余额超 28
亿元，近两年增长约 6 倍，服务普惠
融资客群已经近千户。

标准化法是快速推进普惠金融
的重要手段。e 宅即贷是上海银行依
托“线上化流程+数字化审批”模式，
向小微企业或企业主发放以房地产抵
押为担保的快贷产品。客户可 7×24
小时在线申请，最快 1 分钟完成预审
批，贷款金额最高可达1000万元。

跨界创新法是打好普惠金融特

色名片的关键。与市融资担保公司合
作，推出“园区贷”“科创贷”“余值贷”

“专精贷”等特色产品，与宁波市渔业
担保公司合作推出“渔业贷”，服务渔
民近50家，融资金额近3000万元。

数字化法是推进普惠金融重要
支撑。上海银行主打产品“上行 e
链”通过“场景端+服务端+流程
端”，叠加全线上作业流程，将核
心企业信用延伸至上游 N 级供应
商，深度嵌入企业交易链条，帮助
产业链上长尾端小微企业获得“便
捷、高效”的融资支持。

上海银行宁波分行“四法”诀
助力普惠金融服务

NINGBO DAILY9 国内/广告
2022年4月2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左文辉

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记者 张辛欣

国内疫情近期多发，有些突发
因素超出预期，对工业经济平稳运
行带来挑战。部分物流受阻，中小
企业运行成本较高，保产业链供应
链畅通更加迫切。

怎样看待工业走势？提振工业
经济如何发力？19 日国新办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信部运行监测
协调局局长罗俊杰进行了回应。

如何应对下行压力，
提振工业经济？

今年以来，工业经济运行面临
的压力不小。多重因素叠加在不同
程度上影响了市场预期。但同时，
我国积极采取一系列稳定工业增长
的政策举措，努力克服不利影响。

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6.5%，高于 2021 年四季度 2.6 个百
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6.2%。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
比重达 28.9%，为 2016 年以来最高
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工业经济主要指标平稳增
长，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罗俊杰坦言，受内外部环境影
响，3 月以来工业经济出现一些新
情况新问题，比如产业链供应链出
现堵点卡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
困难加大等。

“要看到，我国工业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恢复发展
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提振工业经
济仍然具有坚实基础。”他说，应
对当前压力，要加强前瞻性预判，
做好跨周期调节，实施精准性对
冲。工信部正抓紧抓实推动政策落
地，针对形势变化，研究储备工业
稳增长接续政策措施。

“在产业链方面，针对重点领
域确定一批‘白名单’企业，加强
部省协同和跨区域协调，确保重点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他说，
还要加大重要原材料保供稳价力
度，精准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部分物流受阻，如何
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

部分物流受阻，对产业链供应链
的稳定和畅通带来压力。以汽车为
例，一家整车企业上游供应商多达上
千家。今年以来，疫情多点散发，对汽
车产业链供应链造成较大冲击。

罗俊杰说，工信部正多措并举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稳定，完善
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白名单”制
度，建立汽车、集成电路、消费电
子等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日调度机
制，发挥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协调平
台的作用，保障重点企业稳定生产
和重点产业链运转顺畅，加强部门
联动和政策协同，及时协调解决企
业物流运输中的问题诉求，努力做
到“原料运得进、产品运得出”。

他说，工信部将继续加强原材
料、关键零部件等供给保障，加强
通信大数据精准支撑，持续发力帮
扶中小企业，从严从实抓好重点医
疗物资和生活物资供应保障。

中小企业承压，怎样
稳住市场主体？

当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压力增
大，大量政策的出发点要聚焦在企
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纾困发展上。

罗俊杰说，工信部将推动落实
已出台的助企惠企政策，同时，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进一步帮扶中小微企
业的政策举措。目前，工信部已启动

“一起益企”中小企业服务行动，部
署各地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组织服
务进企业、进园区、进集群，为中小
企业送政策、送管理、送技术。

在推动中小企业创新方面，他
表示，将进一步加大梯度培育力
度。今年，“小巨人”企业准备再
培育 3000 家左右，带动培育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5 万家左右。

“目前正在完善‘小巨人’企业的
认定标准，计划 5月左右启动第四批

‘小巨人’企业培育认定工作。”他说，还
将围绕产业链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
展，支持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畅通产业链堵点，提振工业经济将如何发力

4月19日，在位于吉林市的富
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紧固件
分公司车间，工人在生产车用零
件。

近日，吉林省吉林市为企业制
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落实核酸检
测、人员排查、隔离场所、环境消
杀、心理疏导等日常防疫措施，保
障因疫情停产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新华社发）

吉林：

有序复工

新华社上海 4月 19日电 （记
者袁全 胡洁菲） 在 4 月 19 日举行
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
布会上，上海市卫健委通报：4 月
18 日，上海实际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共计 19442 例。
同 日 ， 上 海 本 土 确 诊 病 例 出 院
1211 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 22075 例，出院出舱
人数共计 23286 例，超过了当日新
增阳性感染者人数。

截至 4 月 18 日 24 时，上海在
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
有 21 例。

4 月 18 日，上海新增死亡病例

7 例。患者年龄最小的 60 岁，最大
的 101 岁，合并冠心病、糖尿病、
高血压、脑梗后遗症、脑出血等严
重的基础疾病，均未接种新冠肺炎
病毒疫苗。上述 7 例入院后病情加
重，抢救无效死亡，直接的死亡原
因由基础疾病导致。

4 月 15 日以来，上海已累计完
成核酸筛查 3700 余万人次。19 日开
始，上海将连续三天在封控区开展
核酸筛查，并将于 20 日同时在管控
区开展核酸筛查。目前，上海单日最
大核酸检测能力已近 500 万管。此
外，上海还配置了 2000 余辆样本
转运车，加快样本转运速度。

上海单日出院出舱人数
超过新增阳性感染者人数

新华社北京 4月 19日电 大
规模留抵退税政策“半月报”出
炉。国家税务总局 19 日发布数据
显示，4 月 1 日至 15 日，已有 4202
亿元留抵退税款退到 52.7 万户纳税
人的账户。

分企业规模看，小微企业是受
益主体，已获得退税的纳税人中，小
微企业 51 万户，占比 96.8%，涉及退
税金额 2422 亿元，占比 57.6%；大中
型企业 1.7 万户，占比 3.2%，涉及退
税金额 1780 亿元，占比 42.4%。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4 月 1 日实施

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以来，
税务部门健全工作机制，优化服务
举措，狠抓工作落实，确保留抵退
税政策落细落地。

税务部门对已收到退税资金的
企业抽样调查显示，企业所获退税
款主要用于扩大生产、技术研发、
购买原材料、支付工资等方面。

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
有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继续
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强化跨部门协
同联动机制，优化退税审核流程，
提升留抵退税政策落实质效，进一
步增强纳税人获得感。

4202亿元！

留抵退税政策“半月报”出炉

新华社北京 4月 19日电 记
者从 19 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一季度，我国 5G 基站
新 增 13.4 万 个 ， 累 计 建 成 开 通
155.9 万个，5G 网络已覆盖全国所
有地级市和县城城区。

工信部大力培育 5G、千兆光
网“双千兆”网络融合应用。工信
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说，
工业互联网已延伸至 45 个国民经

济大类，全国“5G+工业互联网”
在建项目达到 2400 个。截至 3 月
底，15 家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
网平台中，可监测的工业设备连接
数量达到 3072 万台套、工业 App
数量突破 22.5 万个。

赵志国说，工信部将稳妥有序
推进 5G 和千兆光网建设，持续提
升网络覆盖深度和广度、优化数据
中心布局、提升应用水平。

我国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155.9万个

据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自今年年初生效实施以来，“朋友
圈”持续释放贸易红利，给区域内
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真金白银”的
实惠。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中国对 RCEP 其他 14 个
成员国进出口总值为 2.86 万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 6.9%，占同期中
国外贸总值的 30.4%。当季，中国
与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多个
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

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朱林

说，协定生效后，泰国有 3 万多种商
品享受关税减让待遇。泰国商业部
与本国企业进行了积极沟通，介绍
RCEP 内容和相关细则，帮助他们
充分利用 RCEP 带来的优惠待遇。

RCEP 也让越来越多中国企业
享受红利，助力外向型经济提速。
中通国际柬埔寨分公司总经理张维
介绍，柬埔寨本地工业不发达，日
常用品基本靠进口。RCEP 会降低
当地物价，让民众可以选择更多物
美价廉的中国产品。

日本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特
别研究员石川幸一指出，中国积极

参与亚洲经贸合作，推动 RCEP 生
效，将给亚洲经济和贸易秩序带来
巨大改善。

泰国商业部贸易谈判司司长奥
拉 蒙 说 ， RCEP 与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倡议等将共同在区域内营造开
放、透明、公平和可预期的发展环
境，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繁荣。

今年 1 月 1 日起，RCEP 对文
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
国、越南、中国、日本、新西兰和
澳大利亚 10 国正式生效，2 月 1 日
起对韩国正式生效，3 月 18 日起对
马来西亚正式生效。

RCEP生效首季持续释放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