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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宁海县
税务局深入推进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持
续加码“银税互动”合作机制，主动加强
沟通联系，协助县内银行业金融机构通
过提升贷款额度、降低利率等多重举措
减轻企业贷款负担，同时不断精简流
程，实现授信一步到位、贷款申请一次
不跑。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资金周转
可能存在困难的企业，宁海县税务局积
极梳理相关名单，为当地银行业金融机
构放贷提供税收依据，为当地企业复工
复产注入“金融活水”。

截至当前，宁海县多家银行通过
“银税互动”已为当地123户企业累计
授信1.2亿余元。下一步，宁海县税务
局将继续鼓励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创
新“银税互动”产品，不断增强宣传与推
广力度。

通讯员 陈琛 黄杰

阳春三月，小龙虾已经蹦
上了宁波吃货们的餐桌。与前
几年相比，小龙虾上市的时间
确实越来越早了。3月下旬，第
一波小龙虾已开始大量上市。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超市、
菜场，都看到了小龙虾的身影。

3月25日下午，在三江超市
四明中路店，水产区里有市民正
在逐个挑选小龙虾。暂养水箱一
侧的黄色标价牌上，写着29.9元/
500克的价格。“看着个头不小，价

格也合适，家里孩子爱吃小龙虾，
买些回去自己烧蛮好。”挑了1公
斤小龙虾的市民周先生表示。

朱银龙是宁波水产批发市
场的小龙虾批发大户，这几天
他也开始忙起来了。“这周开
始，小龙虾开始大批量上市了，
每天的销售量在1000公斤左
右，而往年小龙虾大批量上市
通常要到4月份。宁波市场上
的小龙虾主要来自湖南、湖北、
江苏、江西、安徽这几个产区。”

“之前已经卖了2周多，不
过前期的量相对要小一些。近
两年天气比较暖和，小龙虾的
生长速度快，上市一年比一年
早。”朱银龙告诉记者。

主打小龙虾的餐饮企业也
早已进入状态。“我们近几年都
是3月1日正式开张营业。一是
让员工们为旺季提前热身；二
是小龙虾季确实在逐年提前。”
宁波0574龙虾的故事负责人
林小凡表示。

堂食尚未完全恢复
需求端不振拖累价格

今年第一波小龙虾
上餐桌

目前宁波市场上的小龙虾
价格如何？记者采访了解到，
目前小龙虾与前两年同期相
比，售价出现较大降幅，平均下
降20元/公斤。

现在小龙虾的批发价是什
么行情？记者了解到，目前每
只20-30克规格的中青批发
价46-48元/公斤、每只35-45
克规格的大青批发价60元/公
斤。同样规格红壳小龙虾的售
价每公斤便宜10—14元。

“以最适合做油焖虾和清蒸

虾的大青为例，2017-2019年
价格顶峰时，3月下旬的大青至
少要卖到90元/公斤。今年和
往年同期相比，大青就便宜了三
分之一。”朱银龙举例称。

在宁波市小龙虾协会会长
林朝英看来，今年小龙虾价格
出现较大波动的原因，主要还
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目前餐饮行业的堂食状
况还未完全恢复，整个行业还
未进入正常运行状态，需求减
少，小龙虾市场供大于求，最终

导致价格下行。”
而对于小龙虾爱好者们而

言，现在可能是“尝鲜”的最好
时候。

“一方面价格下来了，另一
方面，由于气候暖和、养殖技术
逐年成熟，虽然还是3月下旬，
但目前小龙虾的肉质已经比较
肥美。预计到4月下旬，价格
会迎来进一步下降，中青有望
降到30-32元/公斤，那时候小
龙虾的高峰期也就到了。”朱银
龙表示。 记者 史娓超

较往年便宜三分之一

“还是广播的方式更接地气，效果
好！”近日，宁波路林水产品批发市场有
限公司的陈会计对税务部门利用广播
大喇叭宣传政策赞不绝口。

路林市场是华东地区最大的水产
品批发市场，有将近1000家个体工商
户。受疫情影响，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
落实过程中出现一定困难。对此，宁波
市江北区税务局文教税务所迅速与该
市场管理方联系，借助市场内的广播大
喇叭，将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
率、阶段性减免社保费等最新税费优惠
政策以及办理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传递给广大纳税人、缴费人，真正实现
了“无接触式”政策宣传。目前，此项宣
传方式已覆盖该区华东建材城、二号桥
干果批发市场等9个专业市场。

通讯员 左林俊 高俊

第一波小龙虾上市了

鼓楼沿一餐厅内小龙虾被端上餐桌。记者 刘波 摄

“银税互动”
助力宁海企业
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

广播“大喇叭”
传递税费政策“好声音”

便宜三成

这几天，宁波热出夏天的感觉，老饕们对
小龙虾的“念想”也愈发强烈。经历此次疫
情，今年小龙虾价格会受到影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