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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A11

保障乡村集体聚餐的食品安全

慈溪 808 名乡村厨师持证上岗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毛展凯） 上周
末，慈溪市掌起镇厉家村一对新人办 18 桌喜宴，
和其他许多村民一样，他们请来了村里的“大厨”
刘海军掌勺。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这位农村大
厨是持证上岗的。
“有了这个官方认证，我们办喜宴更加放心
了！”这对新人的一位厉姓长辈对记者说。记者了
解到，这里所说的“官方认证”，指的是今年以来，
慈溪市新发的《农村厨师集体聚餐服务上岗证》。
近几年来，厉家村哪家有红白喜事，多半是请
乡村厨师来掌勺。
“以前，我们为村民服务，许多方
面确实有点说不清。而现在，当地政府要求我参
加健康体检和镇（街道）食安办组织的食品安全知
识培训。现在有了上岗证，这才像个‘专业大厨’
嘛。现在村民也更放心了，更愿意请我了。”刘海
军说。他告诉记者，这次他为新人办喜宴时，厉家

村的食品安全信息员叶裕达也很早来到现场，检
查了他的健康证、上岗证，进行指导，告诫注意事
项。
据了解，在慈溪市农村，每逢红白喜事多是在
自家院里搭伙起灶，而在慈溪东片更多的村民则
邀请亲朋好友到村里的婚庆楼、为民楼等场所聚
餐，受聘厨师提供食材采购、餐具配送、帮厨等一
条龙服务。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慈溪市 10 桌以上
的农村集体聚餐，约有 11000 余餐次，至少有 152
万人次参加了农村家宴聚餐。
为保障农村集体聚餐安全，慈溪市食安办从
2015 年起全面实施农村厨师规范管理和 100 人
以上农村集体聚餐备案指导。今年以来，慈溪市
备案指导 5861 次，聚餐餐次 10009 次，保障人数
134 万人次。各镇（街道）食安办全面排摸农村厨
师队伍，建立起厨师管理档案，组织厨师进行体检

10 日起有两期新国债（电子式）发售
票面年利率分别为 4%和 4.27%
10 月 10 日起，又有两期国债开始发售了。
这两期分别为 2018 年第九期和第十期储蓄国债
（电子式）。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
种，最大发行总额为 400 亿元。第九期期限为 3
年，票面年利率为 4%，最大发行额为 200 亿元；
第十期期限为 5 年，票面年利率为 4.27%，最大发
行额为 200 亿元。

理财收益下行 国债利率坚挺
记者留意到，虽然今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平
均预期收益率和互联网宝宝的七日平均年化收
益率几乎一路向下，但是国债的票面利率表现坚
挺。第九期和第十期储蓄国债（电子式）的票面
年利率与今年以来发售的国债相同。这可能也
是今年以来国债比往年更受投资者青睐的主要
原因之一。
据融 360 的监测数据显示，国庆节前一周，银
行理财产品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57%，与前
一周环比持平，这是自去年 10 月初以来银行理财
创下的最低收益水平。同期 74 只互联网宝宝产
品的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为 3.07%，较上一周略
微下降了 0.01 个百分点，连续 12 周下跌，并创近
两年新低。
与银行三年期、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相比，
国债收益优势明显。以三年期为例，三年期存款
基准利率 2.75%，而本期国债的三年期票面利率
高出了 1.25 个百分点，同样是 10 万元本金，购买
国债的到期收益为 12000 元，而三年期定存利息
收益为 8250 元，两者相差 3750 元。当然，如果与
今年以来多次“加息”的大额存单相比，国债收益

率略逊，不过相比起点资金动辄 20 万元起的大额
存单，
国债显然要
“亲民”
一些。

可提前支取，
但会损失部分收益
两期国债发行期为 2018 年 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9 日，2018 年 10 月 10 日起息，按年付息，每年
10 月 10 日支付利息。第九期和第十期分别于
2021 年 10 月 10 日和 2023 年 10 月 10 日偿还本
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不过有意购买的投资
者最好不要等到发行期最后一天再去，因为从今
年以来国债发售的情况来看，行情火的时候，两
天就告售罄。
两期国债发行公告日至发行开始日前一日，
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整 3 年期金融机构存款基准
利率，两期国债取消发行。发行期内，如遇中国
人民银行调整 3 年期金融机构存款基准利率，两
期国债从调息之日起停止发行，未售出发行额度
由财政部收回注销。
与凭证式国债相比，电子式国债的购买更加
方便。只需在银行柜台开通“国债托管”账户，然
后在银行网点、手机银行或者网银上都能购买。
两期国债发行期内不得提前兑取，发行期结
束后可提前兑取。提前兑取业务只能通过承销
团成员营业网点柜台办理。投资者提前兑取两
期国债时，承销团成员按照从上一付息日（含）至
提前兑取日（不含）的实际天数和以下执行利率
向投资者计付利息，即：从 2018 年 10 月 10 日开
始计算，持有两期国债不满 6 个月提前兑取不计
付利息，满 6 个月不满 24 个月按票面利率计息并
扣除 180 天利息，满 24 个月不满 36 个月按票面
利率计息并扣除 90 天利息；持有第十期
满 36 个月不满 60 个月按票面利率计息
并扣除 60 天利息。承销团成员为投资
者办理提前兑取，可按照提前兑取本金
的 1‰向投资者收取手续费。
记者 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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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题培训，增强厨师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农
村厨师凭《健康合格证明》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证》，向镇（街道）食安办申领《农村厨师集体聚餐
服务上岗证》。上岗证实行动态管理，有效期为三
年，各镇（街道）也对持证厨师进行公示。到今年
9 月底，慈溪市已有 808 名农村厨师换发了上岗
证。
此外，慈溪市积极探索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
全风险化解机制，连续 2 年由政府出资购买食品
安全责任保险，完善对符合备案、厨师规范管理等
要求的农村集体聚餐活动社会救助体系。
记者另从宁波市家宴餐饮行业协会了解到，
明年起将对全市的农村家宴厨师进行技能和食品
安全方面的轮训，争取做到人人持证上岗，更好地
规范乡村的餐饮聚会，同时也让有资质的乡村家
宴厨师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破解企业
“退出难”
提升纳税人获得感
“感谢税务局新推出的注销快速办
结服务，让我们企业当场办结了注销税
务登记，效率很高！”张女士是宁波慧邦
税务代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曾帮助
不少企业办理税务注销。她最直观的
感受是企业税务注销时间从过去的 20
个工作日变为现在的当场办结，实实在
在地享受到了
“最多跑一次”
的便利。
从 10 月 1 日起，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办理企业税务注销
程序的通知》,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纳税
人，只要未处于税务检查状态、无欠税
（滞纳金）及罚款、已缴销增值税专用发
票及税控专用设备，税务机关即时出具
《清税证明》，注销其税务登记。为进一
步方便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还规定了
优化税务注销程序的容缺办理制度。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针对
总局规定的符合即时办结条件以外纳
税人，已实行法定代表人（业主）实名办
税的，在办理税务注销时，推出了具有
宁波特色的“承诺制”税务注销服务。
即纳税人办结全部未结事项，无失控发
票和异常发票，由法定代表人（业主）向
税务机关提交《承担未尽税收事项清缴
义务承诺书》，税务机关即时出具《清税
证明》，注销其税务登记。不能自行提
交的，可委托代理人提交，并出具《委托
书》。
据悉，到 10 月 10 日，全市有 190 户
纳税人即时收到了税务机关出具的清
税证明、其中有 87 户纳税人在通过出具
《即办〈清税证明〉承诺书》后领到了清
税证明。
记者 周静 通讯员 何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