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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无房户

可在其他无房户选房或摇号之前
优先认购一套无房房源！
本栏目由宁波市房产市场
管理中心与本报共同主办

1. 高级人才是否可以优先选购
商品房？
——根据五部门《关于印发〈深
入推进青年友好城建设的若干举
措〉的通知》(甬人社发〔2021〕10 号)
文件精神，对于在 2021 年 4 月 20 日
之后开始线上购房意向登记的项目,
符合条件的高级人才无房户可在其
他无房户选房或摇号之前，优先认
购一套无房房源。后续有关部门将
适时公布相关细则，
敬请关注。

——根据我市限购政策规定：
在本市海曙区、江北区、鄞州区、镇
海区、北仑区、奉化区行政区域内已
拥有 2 套及以上住房的本市户籍居
民家庭，暂停在限购区域内购买住
房。如果您家庭在市六区已有 2 套及
以上住房，
暂停在限购区域内购买住
房。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限购区域外购房不做限购要求。
4. 外地老人退休后通过投靠子
女，户口迁至宁波鄞州区，挂靠在子
女户口下已十多年，目前没有个税
和社保，市六区内没有住房，可否认
定为无房户，并具有购房资格吗？
——根据政策，您描述的情况
符合无房家庭优先认购资格。

5. 根据新政的无房户认定，针
对社保缴纳这一块“非本市市六区
2. 非宁波户籍，在宁波读研，毕
户籍居民家庭申请优先认购新建商
业后要去杭州工作，这种情况能够
品住房的，应当提供自购房之日起
在宁波限购圈内买房吗？
前 3 年内在市六区连续缴纳 24 个
——您暂时无法在限购区域内
月及以上，且无补缴记录的社会保
购房，
购买限购区域外住宅不受限制。 险缴纳证明。”社保连续 24 个月缴
纳且这段连续期间内无补缴记录即
3. 一家三口宁波户口，孩子目
可，还是需要三年内均无补缴记录？
前 7 岁，父母已在限购区内有两套
——根据当前政策，新政中的
房，再全款购买一套 70 年产权商品 “无补缴记录”条款，具体是指在社
房，能否直接过户到孩子名下，孩子
保连续缴纳 24 个月期间内无补缴记
是否受到家庭限购的限制？
录的情形。
记者 曾梅

加油机是否存在
“短斤缺两”
现象？
宁波市场监管部门昨暗访抽查
本 报 讯（记 者 谢 舒 奕 通 讯
波市计量测试研究院流量所副所
员 朱文蔚） 我们身边加油站的加
长陈雪晶介绍道。
油机是否存在“短斤缺两”现象？
“此次暗访由市县两级联动，
油表到底准不准？在第 22 个世界
重点针对近年来曾被群众投诉举
计量日（5 月 20 日）来临之际，昨
报、出现过一次检定不合格加油枪
天，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市加油
以及促销力度较大的加油站，集中
机进行了暗访抽查。
3 天时间，全覆盖我市 15 个区域
与以往明查不同的是，这次检 （含 5 个功能区），各地随机抽取加
查借助“加油机暗访车”设备实施， 油站开展检查。”宁波市市场监管
暗访车利用先进的电子测量仪表
局计量处副处长颜奇说。
和计算机技术，具有较强的隐蔽
结果显示，本次暗访涉及 30
性、便捷性和先进性，可以对不易
余家加油站，未发现作弊情况，但
发现的加油站作弊行为进行暗查， 暗访中发现，杭州湾、余姚、东钱湖
发现计量违法线索。
和奉化各有 1 家加油站示值误差
上午 10 点半，记者跟随加油
有待进一步检定（偏差在正常范围
机暗访车驶入位于江北区宁慈东
内），另有宁海 1 家加油站在暗访
路的三联加油站，暗访人员以普通
时因机器临时发生故障导致数据
车主的身份要求加油站人员提供
无效。
加油服务。加油完成后，暗访车靠
下一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将
持续加强加油站计量监管，不定期
边停放，车厢里的电子测量仪表很
快有了答案。
“ 本次加油站暗访应
开展暗访活动，强化监管威慑力。
加金额为 200 元，加油机显示是
同时，加大计量政策宣传，引导消
费者积极参与社会监督，形成监管
29.72 升 ，经 检 测 ，实 际 升 数 是
29.70 升，结果符合国家要求。”宁
合力。

外汇局宁波市分局
开展第八届外汇普惠金融活动

杭州湾新区税务局
及时响应企业智慧办税需求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宁波杭州湾新区税务局“前湾智税”大企业
个性化服务专项服务小组走进方太集团，开展国际税收业务定制式
套餐服务，及时响应企业智慧办税需求。图为税务干部正在通过电
子税务局梳理对外支付业务办理流程。 通讯员 占露 李玮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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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雁） 为赋能
我市涉外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引导企业树立风险中性意识，外汇
局宁波市分局以“深化外汇普惠金
融 暖心帮企优服务”为主题，开展
了第八届外汇普惠金融活动。5 月
18 日，
首场专题活动由交通银行宁
波分行承办，专题活动以“跨境金
融服务暨汇率风险管理”为主题，
外汇局宁波市分局、宁波市商务
局、外汇自律机制相关代表和 140
余家企业代表参加了本次宣讲会。
外汇局宁波市分局相关工作
人员为大家解读了“经常项目外汇
便利化改革”，该局将进一步推动
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增量扩
面，并积极通过科技赋能提升服务

水平，促进新型离岸国际贸易健康
有序发展。交通银行总行专家开
展了三个议题宣讲，一是交行自贸
区金融服务，介绍了依托总部在沪
优势下，行业首创的五位一体账户
服务；二是“汇率走势交流及避险
方案”，结合当前在新冠疫情防控
常态化及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
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汇率风险管
理，稳定预期盈利等问题进行了详
细解读；三是“跨境股权投资政策
及业务”，重点解读了当前在资本
市场改革和实体经济蓬勃发展之
下，宁波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股
权投资和基金业务的诸多展业经
验，为宁波涉外企业带来全新的发
展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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