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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感谢了！谢谢你们的全程帮助，你们的
服务太贴心了！”近日，在高新区税务局办税大
厅，年近70岁的胡阿姨握着爱心导税员的手一
个劲地道谢。

胡阿姨的儿子女儿都在外打工，她独自来
大厅交医保，只有老年机又听不懂普通话，在取
号机前满脸愁容。爱心导税员小徐注意到后赶
紧上前用宁波话询问，得知了胡阿姨的情况和
诉求后，随即带领她至爱心通道并全程陪同缴
费，由专人负责办理。不出5分钟，胡阿姨就顺
利完成了2022年城乡居民医保的缴纳。

据悉，宁波高新区税务局为特殊办税人员
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设置“新心相印”爱心
通道，安排专人专岗负责，快速办理税费事项，
爱心导税员主动问需，提供帮办服务，为特殊人
员办理业务保驾护航。

除了设置爱心通道，宁波高新区税务局在
自助区配备老花镜、手写板等辅助工具，将电脑
屏幕设置成大字体，方便老年人浏览、填写涉税
信息，提供多语言交流服务，满足特殊人员不同
的办税缴费需求。同时，在办税服务厅配备便
民箱等设施，提供急救箱、放大镜等便民物品，
方便有需要的纳税人缴费人使用。设立母婴
室、爱心座位，提供热水等物品，让孕妇和残疾
人在办税过程中享受到更优质、更精细的服
务。 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徐卓尔 周奕婷

春节将至，市民筹办年货
的步伐加快，宁波的“菜篮子”

“果盘子”总体供应情况如何？
记者最近在宁波蔬菜、肉禽蛋、
果品、水产等批发市场采访发
现，“菜篮子”“果盘子”供应十
分充足。

在宁波市商贸集团下属宁
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记者看
到，来自云南、山东等地的物流
车辆依次进场装卸，大量新鲜
的蔬菜、肉禽蛋源源不断入场
交易。

凌晨2时许，宁波农副产
品物流中心一天中最繁忙的景
象已经开启，采购批发商早早
地通过线上预订下单，方便现
场快速地提取订单。应疫情防
控的要求，进场供货车司机全
部落实防疫举措，进出采购的
市民都一一配合市场落实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

目前，宁波“菜篮子”整体供
应充足，价格稳定，蔬菜日均交

易量近3000吨，市场日均储备
量超4000吨，涵盖品种超120
种，本周批发均价在每公斤2.36
元。“蔬菜总体价格稳定，这得益
于在原有12家保供基地的基础
上，新拓展了甘肃兰州、山东寿
光、福建厦门、浙江杭州四方农
批市场，为宁波菜篮子供应增加
了底气。”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
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肉禽蛋市场的冻猪
肉和冻禽类储备量达3200吨，
其中白条肉价格受到全国生猪
影响，价格低位徘徊，本周批发
价维持在每公斤19元左右，禽
类每公斤15元左右，蛋类每公
斤9元左右，可满足宁波大市及
周边地区市民7天消费需求。

在位于海曙洞桥的宁波
果品批发市场，甬城最大的

“果盘子”整体供应充足，价格
稳定。目前水果日均交易量约
950吨，日均静态储备量1670
吨，动态储备量1370吨，本周

批发均价每公斤3.91元。最近
一周里销售排名前三的为苹
果、砂糖橘和草莓，均价分别
为 6.58 元/公 斤、5.02 元/公
斤、22.46元/公斤。在增存储、
稳物价的同时，疫情防控也是
宁波果品批发市场的重要工
作。在持续做好疫情常态化防
控举措的同时，市场进一步加
强对进口水果的进场管控。

在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
记者了解到，近期水产市场日
销售量约为1000吨，部分经营
户已开始对热销品种类如带
鱼、鲳鱼等进行囤货。临近春
节，水产价格普遍上涨，其中带
鱼涨幅约10%，红膏蟹涨幅约
15%。随着大批渔船回港，渔
民们开始准备休整过年，新鲜
渔货随之减少，近期海鲜价格
将持续高位运行。

记者 周晖
通讯员 钱思思 汪家桐

丁瑶 郑蓉 文/摄

据宁波海关统计，2021年宁波市
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19万亿元，与上年相
比（下同）增长21.6%；其中，出口7624.3亿
元，增长19%，进口4301.8亿元，增长
26.3%。民营企业为全市进出口主力，进
出口额达8400亿元，增长20.1%，占同期
全市进出口总额的70.4%。

2021年，是全球贸易复苏的一
年。对于外贸的高速增长，报关行

业有着直观感受。宁波港东南物
流集团有限公司林杰经理表示：

“从报关业务来看，2021 年我们公
司报关量有明显增长，据初步统
计，报关单量较上年增长10%。”

据宁波海关统计，2021年，欧盟、
美国和东盟为宁波前三大贸易伙
伴。宁波市对欧盟、美国和东盟分别
进出口 2127.7 亿元、2084.4 亿元和

1248.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5%、
20.1%和 15.5%，三者合计占同期我
市外贸总值的45.8%。此外，宁波市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3304.2亿元，增长20.3%，占同期宁波
市进出口总值的27.7%。

今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对文莱、柬埔
寨、老挝、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6个

东盟成员国以及中国、日本、新西兰
和澳大利亚共10国正式生效，这标志
着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
据宁波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宁
波市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3123.4亿元，增长15.8%，占同期宁波
市进出口总值的26.2%。

记者 黎莉
通讯员 董笔峰 许翀

宁海县税务局不断创新形式、丰富载体，通
过“深学”“真悟”“活用”持续掀起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图为该局开展“青年
学·青年说·青年行”主题联学活动，通过青年学
精神、青年说感悟、青年践行动，学深悟透全会精
神，践行青年使命担当。 竺之祺 黄丽珊

春节将至，年货市场升温
宁波“菜篮子”“果盘子”供应充足

宁波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经营户加紧备货。

去年宁波外贸进出口总额：1.19万亿元

不到5分钟顺利完税
爱心通道暖人心

学精神 担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