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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山保税港区税务局——

利用大数据为纳税人
提供精细服务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税务局利用大数据聚类、分类、因
果分析等技术“精准定位”纳税人，一
方面让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地生根，
另一方面提醒辖区内纳税人及时规避
涉税风险。

服务好辖区内纳税人缴费人，助力
企业应享尽享税收红利。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汇聚联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
从事体育项目的公司，主要提供体育服
务。梅山税务部门通过大数据分类技术
发现该企业在2021年1月份曾提供过
体育服务，共取得收入80余万元，缴纳
增值税税款2万多元。根据相关政策规
定，该纳税人提供的体育服务可享受免
税政策。经扫描后，梅山税务部门立即
联系该企业，告知他们可享受的优惠政
策，并及时为企业办理退税手续。

同时，梅山税务部门还依靠大数据
扫描，及时发现辖区内存在税收风险的
企业，并通过提醒辅导等方式帮助企业
规避涉税风险。GC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是一家房地产企业，该公司在购入土地
时缴纳了契税，但未缴纳城镇土地使用
税。经梅山税务部门提醒后，企业于当
天就完成了补申报行为，及时纠正了自
身涉税风险。

据悉，今年以来，梅山税务部门通过
大数据扫描共提醒服务辖区内105户企
业。“我们通过提高扫描频率、数据双重
核验等方式，打造打扰更少、风险更准、
提醒更快的‘精细服务’模式，助推辖区
内企业做优做强。”梅山税务部门相关负
责人对记者说。 通讯员 赵科挺

走出家门啥都有

有种幸福叫“15分钟生活圈”
在宁波，走出家门步行15分钟，可以做些什么？10月11日，据国家商务部网站消息，

全国首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名单公布。宁波成为浙江省内唯一上榜城市。
这一消息引发巨大关注。宁波为何能成为首批试点城市？接下来在打造便民生活圈

方面又将有哪些新探索？

从家出发，步行不超过
15分钟，就基本能满足生活
中的多数消费需求——这样
的愿景在宁波不少社区已经
成为现实。

家住鄞州区金桥水岸社
区的杜阿姨，早已经习惯了

“15分钟生活圈”的幸福。
每天早上7:00去家门

口的三江超市买菜；8:00送
孙子去德培幼儿园；接着走
几步就转进“松年学堂”参加
坚持了2年多的越剧表演，
要知道这个“社区版老年大
学”的课可是非常紧俏的，都
是鄞州老年大学的老师专程
来教授课程；下午3:30去幼
儿园接孙子；晚饭后和小区
的邻居们一起练习合唱和跳
广场舞……

“我这一天下来就是在
家门口转悠，基本生活需求
都能满足。”杜阿姨告诉记
者，她已经被这样的“生活
圈”彻底“圈粉”了。

的确，依托金桥水岸邻
里中心形成的这个“15分钟
生活圈”，极大方便了周边居
民日常生活。

而在宁波，这样的生活
圈正变得越来越普及——从
家出发的15分钟范围内，不
仅包括一日三餐所涉及的菜
场超市、早餐店、便利店、快
递站点等，也包括不起眼的
小修小补服务点。

毕阿姨今年60岁了，也
住在金桥水岸社区。她年
轻时在纺织工厂待了多
年，现在每天都会在闲暇
时候来到邻里中心的便民
服务站内“重操旧业”，为
社区居民提供改裤脚、锁
衣边、修拉链等缝缝补补
的服务。

此外，该服务站还提供
修锁换锁、配钥匙、再生资源
回收、修鞋、打气筒借用、缝
补熨烫等服务。

据了解，这个“15分钟
生活圈”所依托的金桥水岸
邻里中心面积达 11000 平
方米，业态定位金融服务、
超市便利、餐饮、休闲健身、
美容美体、儿童及教育培
训、社区服务、零售、社区养
老等，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
化消费服务。

何 为“15 分 钟 生 活
圈”？即以社区居民为服务
对象，服务半径为步行15分
钟左右范围内，以满足居民
日常生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
费等为目标，以多业态集聚
形成的社区商圈。

业态配置分为“基本保
障”和“品质提升”两大类别：
从基本保障看，优先配齐菜
市场、便利店、生鲜超市、早
餐店等生活保障类业态，满
足社区居民一日三餐、生活
必需品、家庭生活服务等基
本消费需求。

实际上，早从2019年开
始，宁波就已启动“15分钟
商贸便民服务圈”建设。

2020年，“15分钟商贸便民
服务圈”又作为重要项目列
入全市国际消费城市建设、
夜间经济发展的工作内容。
为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先
后出台了《宁波市15分钟商
贸便民服务圈建设实施方
案》《宁波市15分钟商贸便
民服务圈建设运营管理办法
（试行）》。

记 者 从 市 商 务 局 获
悉，目前，全市已建成面向
社区居民服务的 15 分钟
商贸便民服务圈 23 家（含
邻 里 中 心 15 家），培育了
宁波攸品、鄞州城投、优享
家等一批新型社区商业品
牌运营商。

5年打造50个
“便民生活圈”

成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后，在
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方面，宁波
又将有哪些新探索？

根据《宁波市15分钟商贸便民
服务圈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
年，以15分钟商贸便民服务圈建设
为基础，每年建成10个社区商业设
施布局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规
范有序、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到2025年共完成50
个建设任务。

一方面科学规划空间布局。将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内容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和社区商业发展相关规
划；结合新建居住区建设、未来社区
建设等，进一步优化社区商业空间布
局，强化社区商业集聚性；梳理各居
住区周边商业发展基础、人口年龄构
成、居民消费习惯等，确定各生活圈
的商业品类、商业面积和形态模式。

一方面完善商业业态设施。结
合新老社区不同特点，科学配置各
类业态，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
在新建社区及未来社区，建设包含
早餐、理发、菜场、药品、再生资源回
收、24小时便利店等基本生活业态
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在老旧社区，
鼓励街道、社区参与创建活动，盘活
分散的社区空间资源，利用周边空
置或过剩的农贸市场、旧厂房、闲置
仓库等，配置嵌入式居家养老设施、
幼儿托管等生活设施，重点配置市
场空间小的维修等商业业态。

同时，紧跟居民消费升级需求，
推动商业提档升级。以新零售、新
业态、新模式为突破口，发展“无现
金支付”“24小时便利店”等新型服
务；引导品牌企业入驻社区，开设网
红店、微店，建设智能信包箱（快件
箱），发展运动健身、休闲娱乐、文创
旅游等商业业态。

“我们将加快推进打造15分钟
商贸便民服务圈，探索社区商业发
展新模式，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满足
群众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完善
形成15分钟商贸便民服务圈2.0标
准，争取实现全市15分钟商贸便民
服务圈建设全覆盖。”市商务局有关
人士表示。 记者 史娓超 文/摄

有种幸福叫“15分钟生活圈”

宁波有哪些“15分钟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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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开奖信息

福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2021116期
06 14 17 18 31 33 06
3D第2021271期 8 4 3
15选5第2021271期
01 06 07 14 15
快乐8第2021271期
01 04 07 08 11 19 21 23 32 36
44 45 54 57 63 67 69 70 72 75

7星彩第21117期 6 9 6 1 7 9 9
6 + 1第21117期 7 8 4 0 6 4 0
20选5第21271期 06 09 12 14 16
排列5第21271期 5 3 0 6 0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菜场超市是菜场超市是““1515分钟生活圈分钟生活圈””的标配的标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