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聚力一二五 奋力上台阶

小区的物业服务人都有哪些职责钥
第九百四十二条 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

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
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
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
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
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

物业服务人负有以下主要职责:
（1）物业服务转委托产生的相关义务；
（2）保养维护义务，即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

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

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

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3）管理义务，即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

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
制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
（4）定期报告义务；
（5）通知义务；
（6）交接义务；
（7）继续管理义务等。
与此相应，业主也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

物业费。
（待 续）

商务、公务、旅游包车：象山客运中心，6座、
16 座、19 座、38 座、46 座、54 座、60 座、70
座。电话：66928888 13732136971。
出 租：丹城工业园区丹霞路有二层职工宿
舍出租。面积 500平方米，设施齐全。联系电
话：13906840356 13806652986。
声 明：象山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遗 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3321003457001，声明作废。
声 明：象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遗失浙江
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票据，票据号码：
19002015524，声明作废。
声 明：象山县西周镇下沈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 遗 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3321000516906，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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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玎 特约记者 洪笑然

本报讯 记者从县财政局获
悉，今年，县财政局联合县商务局、
县对口支援和区域合作局扎实推
进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
作，组织指导各预算单位在“扶贫
832”平台完成交易，截至目前，已
提前超额完成全年贫困地区农副
产品采购任务。

据了解，“扶贫 832”平台是由
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联合打造的集“交
易、服务、监管”功能于一体的贫困
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平
台运用政府采购这一财政调控手
段，优先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是通过消费扶贫方式支持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有效、有力举措。本年
度，我县 96 家直属预算单位在
“扶贫 832”平台预留农副产品采
购份额为 104.49万元，截至目前，

已累计发生交易笔数 113 笔，采
购交易额达 105.6万元。
为确保该平台消费扶贫工作顺

利推进，县财政局会同县合作交流
部门印发通知，督促各单位食堂预
留一定比例农副产品采购份额，通
过“扶贫 832”平台向贫困地区组织
实施政府采购。为将这项采购政策
落实落细，县财政局合理安排采购
计划，引导各单位采购扶贫地区农
副产品，积极参与消费扶贫。同时，
督促各单位及时激活“扶贫 832”平
台销售账号，按照已预留的采购份
额加快采购执行进度，对进度较慢
的单位逐一进行电话通知，确保有
效发挥政府采购助力消费扶贫的
政策功能。此外，县财政局还协调
搭建沟通桥梁，与“扶贫 832”平台
供应商、采购单位就产品质量价格、
发货期限、支付款项等问题进行交
流沟通协调，提升交易双方的满意
度，促进采购任务顺利完成。

扶贫地区农副产品
年度采购任务提前完成

记者 马振 通讯员 蒋亦翔

本报讯 “按照要求提供资料，
就可以全程为我们代办帮办，真的
很方便、很省心。”近日，象山县爱琴
丽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办理艺术
海岸酒店项目有关手续时，得到县
政务办工作人员张杰、汪颖等的面
对面服务，通过定制个性化代办帮
办套餐，仅用一个工作日完成了三
项审批事项，较正常流程提速近
75%。

我县在政务服务上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服务至上的理念，把优
化服务流程、质量、方式作为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的突破口，实施“互
联网 +政务服务”，推动审批领域
提速提速再提速，全力追求审批效
率最大化。

创新实施政务审批服务，让群
众“多走网路、少走马路”。建立全市
首个综合性、多功能的 24小时自助

办理区，338项业务“24小时不打
烊”办理；广泛铺设综合性自助服务
终端机，18个镇乡（街道）便民服务
中心实现全覆盖；不动产登记全业
务登记 60分钟办结，与水电气、户
籍联动办理，查封解封登记“零跑
腿”办结；实施企业开办全流程一日
办结，企业注销实现税务、人社等多
部门联批当场办结。开通“甬易办”，
惠民利企政策实现“无感兑付”，依
托“浙里办”“浙政钉”，政务服务事
项 100%网上可办，99%以上“掌上”
可办。目前，650项事项实现县域通
办，100项事项实现三门湾区域“三
地通办”，52项事项长三角（甬舟）
通办。尤其在今年疫情常态化防控
期间，企业注册登记、不动产登记、
人力社保、医疗保障等 110项高频
政务服务事项“非接触式”可办，第
一批 128项事项实现智能秒办，社
保费减免、退休金及残疾人津贴等
15件事实现无感智办，389项政务

服务事项实现“一证通办”，企业开
办、民宿审批、殡葬服务及规划方案
联审等多件事实现“一网直办”。

优质的服务离不开专业的人才
队伍。县政务办针对不同的窗口服
务团队，创新特色服务举措，有效提
升服务质量和群众满意率。其中，商
事登记办理区团队，全面落实住所
申报承诺制、企业开办“一日办结”
“证照分离”“无证明城市”等改革要
求，促进全县市场主体年均以近
30%的增幅递增，今年全县在册市
场主体总数首破 6万户；不动产登
记办理区团队，在实现不动产抵押
进银行、司法登记进法院、商品房进
中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
记内部跑等方面不断创新服务，推
动改革向前。此外，公安服务办理区

区长、县公安局行政许可科科长史
展宏，积极推行“绿色通道”缩短审
批时限，带头开展“你难办、我帮办”
活动；基本建设项目办理区副区长、
县发改局行政审批科科长朱文翰，
协助企业解决工程前期论证、审批
程序等方面问题 100余个，帮助万
达广场等 30余个重大项目顺利完
成审批工作；县政务办行政审批管
理科科长、团委书记张奕莹，通过
“联银行、优服务、重创新”，推动政
银合作建立“政银 e家”，设立甬易
办咨询指导专窗，推行“民宿全流程
智慧办”，助力民宿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全县已受理各类事
项 44.4万件，群众满意率 99.99%，
完成各类公共资源交易项目 493
宗，总额达 56.9亿元。

我县推动政务服务提速增效
今年已受理事项 44.4万件袁 群众满意率 99.99%

记者 张霞 通讯员 冯海娜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县税务部
门获悉，在鼓励金融业让利给企业
的背景下，我县 1-10月金融行业
实现税收收入 4.04亿元，同比下降
900多万元。2020年全年金融业税
收收入约为 4.25亿元，约占全县税
收收入的 6.85%。

虽然年初受疫情影响，但金融
活水一直“精准滴灌”着全县各行
各业。我县各金融机构优化网点

布局，强化金融服务保障，推动各
项金融支持政策落实落细。据统
计，我县金融企业已达 320家，比
去年增加了 70多家，共有 178家
银行、67家保险公司、16家证券机
构以及 59家其他金融企业。多家
金融机构创新贷款种类和还款模
式，适当延长还本付息期限，对资
质较好企业加大信用贷款力度，加
大融资覆盖面，强化普惠金融效
果。像宁波银行、县信用联社、国
民村镇银行等出台无还本续贷、

免息、展期等多项优惠措施，主动
让利企业。

国家税务总局也出台一系列税
收优惠政策，鼓励金融企业让利给
企业。其中“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
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这项新政，普
遍让我县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下
降，也促使金融企业“小微贷”的积
极性提高。例如县农信联社 1-10
月份累计发放贷款 111亿元，支持
企业 2400 多家，产生利息收入
5.26 亿元，累计减免增值税额约

2409万元。此外，金融机构与小微
企业签订借款合同还可免征印花
税，该项政策也为县农信联社减免
税额 65万元。

我县税务部门在持续加强金融
业税收专业化集中征管的同时，力
促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落地见效。据
有关数据显示，到今年年底，我县金
融机构新增贷款有望突破 70亿元，
制造业贷款同比增长 8%左右，全县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综合成本约下降
0.5个百分点。

鼓励金融业让利企业

全县 1-10月金融业税收小幅下降

记者 郑丽敏

本报讯 11月 18日下午，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象山
小分队的队员们来到位于鹤浦镇
的浙江东红船业有限公司，冒雨
在工地上搭起简单的演出舞台，
用文艺节目向企业职工宣传五中
全会精神。
“锣鼓一敲喉咙重，走上台来

唱新闻，勿唱西来勿唱东，要唱那
五中全会暖人心……现在农村面
貌变，条条规划来实施，家家门口
绿化起，垃圾分类分仔细，各条道
路浇水泥，排排楼屋连成片……”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胜建用象山
方言将五中全会精神以唱新闻的
形式演绎了出来，赢得阵阵热烈
的掌声。象山说唱《“十四五”规划
新征程》、歌曲《不忘初心》、越剧表

演唱《红色医生》、现代京剧《红梅
赞》以及动感十足的爵士舞等相
继上演。东红船业党支部书记李
红蓥感慨地说：“十分感谢小分队
用如此精彩的节目上门宣讲，让
我们企业党员和职工在观看演出

的过程中深刻学习和领会五中全
会精神，享受了一次精神盛宴！”

本次活动由象山县委宣传
部、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
办，县文化馆承办。

（通讯员 李诚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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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振 通讯员 孙翊琼

本报讯“我心中的象山‘十四
五’”“象山‘十四五’怎么做”……近
日，县委改革办、县发改局联合开展
“聚力一二五 共绘新蓝图”———象
山县“十四五”规划问计求策活动。

据介绍，为进一步提高我县
“十四五”规划编制的社会参与度，
凝思汇智、共谋新局，我县对“十四
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公众建议征

集。即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公众可通过象山发布、中国象
山港网站、象山发改等微信公众号
进入相关页面建言献策，或发送文
稿至指定电子邮箱。

本次活动主要围绕“我心中的
象山‘十四五’”和“象山‘十四五’
怎么做”两个主题开展意见征集，
力求将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
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十四
五”规划编制中。

“十四五”规划邀您参与

记者 史妮妮 通讯员 姜萍

本报讯 近日，新桥镇茅石线
至高塘村农村公路工程开工建设。

该线路起点与茅石线平面交
叉，沿新桥连接线坡脚，终点与
大下线平面交叉，全长 1466米。
工程按四级公路要求设计，水泥
混凝土路面，路基宽度为 6.5米，

行车道宽度为 6米，两侧硬路肩
各为 0.25米，预计年底完工。

近年来，新桥镇加快农村公
路“建管养运”一体化改革，突
破县乡主干道、村内巷巷通建设，
在建好农村公路打通“主动脉”
的同时，还着力修好民众家门口
道路，畅通路网“毛细血管”，实
现“出村硬化路、全域公交车”。

茅石线至高塘村公路开建

通讯员 陈挺 记者 金旭

本报讯 近日，县市场监管局
全面开展“象山柑橘”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标识保护专项行动，以
进一步保障象山柑橘“红美人”
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行动过程中，执法人员实地
走访辖区内各大重水果商行、
“红美人”经销商、农民合作社以

及快递寄送点、纸箱印刷等单位，
严查未经许可擅自使用“象山柑
橘”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的行为，督促经营者
对违规使用“象山柑橘”地理标
志商标、无授权擅自印刷或销售
“象山柑橘”商标字样包装等违法
行为进行排查整改。行动还对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相关法律法
规和基本知识进行了普及宣传。

查商标 护“美人”

优化营商环境看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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