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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帮扶
县供销社：
变“俏货”
让
“山货”

新兵踏上绿色军营路

记者 吴敏勇

志豪褪下了幼稚，显得沉稳而挺
拔。看着儿子，一旁送别的父母
面露微笑，吕志豪的父亲吕明雪
“希望儿子
非常支持儿子去当兵：
能够明确自己的方向，与
在部队，
战友之间相互学习，成为一名真
正的合格的现代化军人。”沉稳
之下，吕志豪心情也是激动的：

记者 黄玎
本报讯 昨天，
我县新兵在县
人武部集结，在嘹亮的军歌中告
奔赴全国各地的军营，
履
别家乡，
行保卫祖国的神圣使命。
在现场，
新兵们意气风发，
踌
躇满志。一身迷彩服，19 岁的吕

可以锻炼自
“当兵可以为家争光，
己，
我一定会在部队好好表现，
不
会给家人丢脸。”
今年 21 岁的谢瑱翰是宁波
工程学院建筑系的学生，他的爷
爷是一名抗美援朝的老兵。从小
被爷爷耳濡目染的谢瑱翰，一直
有当兵的梦想，他对即将开始的

“ 到部队之
军营生 活充满憧憬：
后，
我会尽快融入部队生活，
刻苦
锻炼自己，
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
争当优秀士兵。
据了解，今年我县新兵起运
工作于 当日结束 ，我县 征集 的
160 余名新兵将按计划输送至全
国各地。
（记者 周科 摄）

本报讯 9 月 5 日上午，一辆
满载着丽水遂昌高山红心猕猴桃
的货车顺利到达宁波华翔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忙着卸
货、
搬运、
发放。据了解，
这批价值
近 20 万元的 3100 余箱红心猕猴
发放到华翔
桃将作为中秋慰问品，
集团下属 5 个公司的每一位职工
手中。
“消费扶贫进企业，是开展精
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实践，也是工会
体现了华翔
探索职工福利新模式，
集团工会积极进取、服务基层工作
作风的良好作风，
切实将广大职工
做出成效。”
华
福利工作落在实处、

翔集团工会负责人介绍。
去年以来，县供销社和相关部
门相继开展“遂昌”味道入驻象山
遂昌农特产参展象
线上线下专柜、
举办遂昌疗休养基
山首届农博会、
地推荐会，
动员社会各界扩大对山
海协作地区产品消费和服务消费。
丽水遂
县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表示，
昌是象山的山海协作结对地区，让
半岛海边人吃上遂昌的高山特产，
是遂象两地山海协作的共赢之举。
县供销社将积极推进
下一步，
对接促销、节庆展会促
实施“五进”
销、对口结对助销、主题宣传推销
等七大消费扶贫行动，进一步激发
全县上下参与消费扶贫的积极性，
拓宽对口地区农产品销售渠道。

象山影视城影视大道
完工在即

环保议事厅聚焦酸洗行业整治难题
记 者 郑 勤
通讯员 吴金根
本报讯 近日，在第三期“聚焦
环境象山环保议事厅”活动中，市生
态环境局象山分局邀请环保专家、
部门负责人及企业 代表 走进宁 波
乐惠国际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实地参观学习污染治理先进经验，
并围绕“如何破解酸洗行业整治难
题”议事交流，共同探讨合适的 解
决方法。
据了解，
2018 年 10 月，我县对

金属表面处理、
有色金属、农副食品
加工、砂洗水洗和废塑料 5 个行业
开展整治提升工作，酸洗企业被纳
将 10 家从
入其中。经过调研排查，
事不锈钢酸洗加工的企业列入整治
范围，从工艺装备、污染治理、环境
监管水平等方面入手分阶段制定整
治计划，
帮助企业加快整治步伐、消
除污染隐患。
“目前，
由于企业主对环保政策
认识不到位、
治污方案难以定夺、场
地受限难以进行治污设施改造等原
因，
整治提升工作进入了瓶颈期。”

市生态环境局象山分局相关负责人
象山分局以率先完成整
坦言。对此，
治任务的上市公司乐惠国际工程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示范引领
企业，在建立健全企业环境保护责
任制、完善环保管理体系、改造环保
治理设施技术等方面树立标杆，带
动其它酸洗企业切实担负起环境保
护的企业责任，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安全。
为促进酸洗行业提标升级，接
下来，象山分局将持续加大环境执
法力度，不定时开展酸洗企业突击
检查，
依法查处环境污染问题，严厉
打击超标排污行为，力争在年底前
全面完成整治工作，实现行业整体
装备技术、污染治理和内部环保管
理水平有效提升。

建设平安象山

教师节，
我们和国旗同框
9 月 10 日教师节袁海韵幼儿园举办野我
和国旗同框冶活动袁庆祝第三十五个教师节的
到来袁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遥操场上袁教师
和孩子们围成爱心袁 向国旗敬礼尧 向祖国致
敬袁表达了对祖国深深的爱意遥

（通讯员 蔡敏）

海关企业信用管理重点解读
（二）关于认证企业的认定标准
“企业申请成为认证企业，应当向海关提交《适用认
新《办法》第十四条规定：
。成为认证
证企业管理申请书》。海关按照《海关认证企业标准》对企业实施认证”
企业（包括一般认证企业和高级认证企业）以企业提出申请为前提，海关依据《海
关认证企业标准》进行审核认定。
未通过海关认证企业认证，又不属于失信企业的，认定为一般信用企业。主
（1）在海关首次注册登记或者备案的企业；
（2）认证企业不再符
要包括几种情形：
（3）失信企业 2 年内未发生应当认定为失信情形的。
合《海关认证企业标准》的；
与老《办法》相比，一般企业认定标准对信用修复期限进行了延长，
原规定失信企
业 员 年内未发生失信情形即可作为一般信用企业，新规定将该期限由 1 年延长
至 2 年，加大了对失信企业的惩戒力度。
（待 续）

记 者 胡 凯
通讯员 俞梦圆 张陆沁
本报讯 安上假山小品，扮靓
景观绿化，一旁是仿古建筑飞檐翘
角，
“屋”前是几排大红灯笼高悬
……日前，象山影视城影视大道工
程进入收尾阶段，
原先出入景区的
主干道已渐露“秀色”
，透出浓浓的
影视“味道”
。
据 了解 ，影 视 大 道 工程 于
2017 年 8 月正式开工，西起黄泥
江，东至新茅石线，全线长 2.4 公
里、
宽 50 米，
两侧绿化各 11 米，总
投资 1.2 亿元。
“经过改造，影视大
道由原先的双向两车道变为双向
四车道，
加快高峰期车流量进出速
度。”
影视城相关负责人介绍。同

时，根据县全域旅游发展需求，影
视大道两侧还设有“人非共板”车
道，
作为自行车专用跑道。
有别于一般车道，影视大道作
，在景
为象山影视城的“迎宾大道”
观设计上采用蒙太奇手法，紧扣影
视主题，设置“两带四 图”主 题板
块，
即绿幕迎宾带、
影视星光带、江
南春景图、春秋雅韵图、民国旧影
图及清明上河图，并融入电影元
素，
打造坐凳、
小品雕塑、
垃圾桶等
特色装饰，
为游客打造一场时空穿
梭之旅。
影视大道工程预计十一长假
前完工。10 月 1 日，
象山影视城第
十四届影视嘉年华将火热开启，届
时，全新的影视大道将迎来“处子
秀”
，迎接八方游客。

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简讯
近日，2019 年宁波市“技能之星”汽车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在宁波市
交通技工学校落幕。我县技工学校汽修专业教师陈志能在精英赛组故障
诊断项目中获第二名、被授予“宁波市交通运输系统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记者 郑丽敏 通迅员 贺天贵）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
（二）

一、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
元但不超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
二、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
税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
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三、上述优惠政策执行期限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四、小型微利企业无论按查账征收方式或核定征收方式缴纳企业所得税，
均可享受上述优惠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