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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本周将
迎来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腊月廿
三（1月17日）的“小年夜”。这一天
的到来，意味着鼠年春节倒计时开
始。

只是，年越来越近了，最近一直
“纠缠”人们的阴雨天气丝毫没有要
“懈怠”的意思。

时断时续的阴雨天气仍将占据
新一周的“C位”。

从市气象台昨日发布的十天天
气预报看，在新的一周里，将有三次
降水过程。

第一次降水过程出现在今天夜
里，阴有时有小雨。还好，雨水仅仅
只是“随风潜入夜”，权当是给我们

“唱”一首安眠曲。
第二次降水过程有点“拖延”，

从1月15日开始一直要持续到1月
17日。换句话说，新一周的大部分
时间，已经被雨水“预定”了。

第三次降水过程更讨人厌，从
1月18日夜里开始持续到1月19
日上午。也就是说，春节假期前的
最后一个双休日，“泡汤”了一半。

雨水恼人，要怪暖湿气流太“活
泼”，更要怪冷空气太“佛系”。

相比之下，新的一周，我市的气
温相对稳定。从市气象台发布的预
报看，最高气温基本稳定在8℃-
12℃；最低气温略有起伏，除1月
16日在8℃左右外，其他日子基本
维持在3℃-6℃，有点冷，但也不至
于“冻彻骨”，做好必要的保暖举措
就行。

再来关注一下春运的天气。据
中央气象台消息，1月14日至1月
16日，我国中东部雨雪天气再度发
展，雨雪分界线位于江汉北部至黄
淮南部一带。

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中东部、江
淮、江南、华南大部等地将有小到中
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黄
淮、江汉北部和西部等地将有小到
中雪或雨夹雪。

越来越多在外的游子已经踏上
返乡路，大家要注意防范雨雪天气
对春运出行的不利影响。

此外，1月14日，受弱冷空气
影响，黄淮等地的霾天气减弱或消
散，河北沿山等地霾天气减弱或维
持。1月15日，华北南部、黄淮西
部等地霾天气将再度发展。大家出
行请注意做好防护。

鼠年春节将进入倒计时

阴雨没有要“喘口气”的意思

本报讯（记者 周静 通讯
员 戚朝 汪啸龙）“去年房土两
税新政出台，从过去的4张表到
现在的1张表，申报环节方便了
很多。”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
有限公司财务部门有关负责人
徐静表示，“不仅如此，这政策还
大大减少了我们资金的占用成
本，彻底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
率，真的太感谢税务部门了。”据
了解，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
限公司是浙江省首家服务型高
新技术企业，主要为船舶提供码
头设施、港区内提供集装箱装
卸、堆放、仓储等业务。据测算，
该公司需缴纳2019年度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计600余
万元。

根据我市房土两税简并纳
税期限的最新规定，从2019年
1月1日起，我市依照房产原值
计算缴纳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
用税实行按年征收，一次申报缴

纳，申报缴纳期限为税款所属年
度的次年 1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原先缴纳2018年房土两
税，需要在2018年7月和2019
年1月申报2次，且需要分别填
报《房产税纳税申报表》和《城镇
土地使用税纳税申报表》，现在
只需要1次填报1张《城镇土地
使用税房产税纳税申报表》即
可。”徐静说道。

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办
税便利化，减轻纳税人办税负
担，除了以上举措外，市税务部
门还在办理环节实现了“最多跑
一次”，纳税人可前往全大市任
一办税服务厅申报缴纳房土两
税。这里，税务部门提醒全市纳
税人，全市通办的前提是要做好
跨区税源登记与三方协议签订。

另据了解，对增值税小规模
纳税人，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
税减按50%征收，务必请纳税
人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房土两税本月申报期
请注意这些新变化

本报讯（记者 徐叶）记者昨日
从姜山中学获悉，1月8日于北京举
行的“新时代杯·2019时代出版·中
国书店年度致敬”盛典中，鄞州新华
悦读时光姜山中学店获“年度校园
书店”称号。获此殊荣的，全国仅
30家。

据了解，该活动由中国书刊发行
业协会主办，旨在推动实体书店改革
发展，提高书店社会影响力和美誉
度。活动强调，书店是文化阵地，不
论形式、业态、品质如何变化，书店应
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宁波市姜山中学是浙江省一级
重点中学和浙江省二级普通高中特
色示范学校，创办于1944年。该校
以“修德务本，博学笃志”为校训，生

命教育为特色，倡导“自主、合作、探
究、开放、创新”的课程理念。去年
9月19日，位于该校的堇南书苑及
新华书店悦读时光（姜中店）在师生
们期待的目光中，由鄞州新华书店
总经理许静杰与姜山中学史定海校
长共同揭幕。

据了解，堇南书苑为鄞州新华
书店开出的第三家悦读时光校园书
店，以阅读推广为核心使命，让书店
成为更多人心目中知识的殿堂，心
灵的驿站。

除了实体书店进校园，学校还
配套设置了“堇南讲坛”“堇南书苑
书香地”“堇南书单”“鄮山桥咖啡”
等活动平台，让实体书店与校园文
化充分融合，承载起一个个梦想。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讯
员 廖鑫）日前，市住建局通报了
上个月对部分地区开展的工程质
量与施工进度联合检查结果。

此次联合检查，共对8个地
区16个住宅工程项目的质量安
全、市场行为情况进行了抽查，
对属地住建部门的“建而不快”
工作改进情况、房产整治工作的
落实情况进行了核查，另外对3
个地区共计8个住宅工程项目
的混凝土施工质量情况进行专
项检查。对24个工程项目下发
整改督办通知书，对3个参建单
位建议属地建设主管部门实施
行政处罚。

根据公布内容，对涉嫌严重
违法违规的宁波龙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得力房地产有限公
司上海楚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共3家单位下发执法处罚建议
书。

对项目存在问题显著的3
家施工企业（杭州通达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楚浩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亚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
家监理企业（宁波科信华正工程
咨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方元建
设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正博建设
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列入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重点监管企

业名单。
另有18家责任单位被市住

建局公开批评，其中建筑企业在
宁波市建筑市场信用系统中予
以信用扣分，包括：

6家建设单位为宁波轨道
交通宁兴置业有限公司、宁波京
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慈溪市天
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宁波龙信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得力房地
产有限公司、象山裕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6家施工单位为浙江昆仑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通达
集团有限公司、宁波金城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上海楚浩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宁波锦泰生态建设有
限公司、亚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家监理单位为宁波广天
建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宁波科
信华正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求是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
司、宁波方元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浙江国冶建设管理有限公
司、杭州正博建设项目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要求
工程各方参建主体认真对照监
督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采取有
效措施逐条落实整改，切实消除
质量安全隐患。

行政处罚、重点监管、公开批评……

一批建筑工程问题企业被曝光

悦读时光姜山中学店
荣获中书协“年度校园书店”

悦读时光姜山中学店悦读时光姜山中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