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听器
地址：慈溪市南二环东路1052号 电话：63032933

慈溪市周巷镇环城南路510号 电话：63303393
余姚市世南东路193号 电话：22220193

苏械注准（2017）2461342、（2017）2461343

专业
验配

遗失
楼燕卿遗失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公司保险销售从业

人员执业证一本，编号

01000033028280002015000
717，执业证有效时间：

2018/11/25-2021/11/24，声

明作废。

马建娜遗失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分公司保险销售从业

人员执业证一本，编号

01000033028280002018000
263，执业证有效时间：

2018/03/30-2021/03/29，声

明作废。

屈委根遗失中华联合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市余慈支公司商业险保

单 一 份 ， 保 单 号 ：

0119810127000360000796
，声明遗失。

慈溪市坎墩街道宏展

学校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证正副本各一本，号

码：浙慈民证字第 010247
号，声明作废。

柯大凤遗失红星美凯

龙收款收据一张，号码：

E091_S13000528，声明遗

失。

黄加云遗失慈林医院

住 院 发 票 一 张 ， 号 码 ：

13302192320301618370，声
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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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峰力助听器
更强劲 更轻薄 更防水

地址：浒山乌山路12号（国贸大厦对面）
电话：15557100955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8123754号

周二、周四，50字以内只收200元（2cm×4cm）
10次九折，20次八折，30次七折，50次六折，包年特惠
信息将同步在慈溪新闻网分类信息 fl.cxnews.cn 刊登 分 类 广 告分 类 广 告 电话：63025788 63015999

地址：三北大街443号 传真：63014454

健康服务 启 事专业验配助听器
地址：慈溪市孙塘路501号 电话：63038500
地址：慈溪市观海卫镇三北中路728号 电话：63630500
地址：慈溪市周巷镇兴业北路388号 电话：63300500

浙医械广审（文）第2019030224号

房产信息

转让位于观海卫西工业园区，
叶家江西侧一苗圃，面积约 120
亩，种植有红梅、樱花、紫薇、枇
杷、桂花、冬青、栾树、香樟等30
余品种，联系电话：13567902436。

转让

兹定于 2020年 4月 27日开始 30日内在崇寿镇政府宣传
栏、崇寿镇相公殿村宣传栏、崇寿镇人民政府网 （网址：http://chongshou.cixi.gov.cn/col/col43132/）公示《崇寿镇农民
集中居住区建设规划》和《慈溪市崇寿镇中心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中部分地块的用地功能和经济技术指标作局部调整。
崇寿镇人民政府城建办联系电话：63296309（上午 8点-11
点，下午1点30分-4点30分，节假日除外）。

崇寿镇人民政府
二○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规划公示

敬请关注慈溪蓝十字
脑科医院公众号

慈溪蓝十字脑科医院（上海蓝十字脑科医院慈溪
分院）于 4月 29日开业。医院由慈溪市人民政府古塘
街道办事处招商引进，由上海蓝生脑科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可开放床位 192张，配置 64排CT、1.5T磁
共振、高压氧仓（尚未安装）等高端医疗设施。为规
范行医，特聘请行风监督员 30名，协助监督医院的医
疗质量、服务态度、医德医风、医疗收费等方面情
况。选聘条件：

1.各村社区、机关退休的老书记、老同志，身体健
康，热心公益事业，年龄70周岁以下。

2.选聘人员由所在村、社区、单位党组织推荐或个
人自荐。

报名截止日期：2020年5月30日
慈溪蓝十字脑科医院地址：浒崇

公路80号（大润发后）
联系人：陆科长
报名电话：18158560193（微信同

号）

聘请行风监督员启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

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就市区统筹范围内

参保单位及参保人员申报2020年度社会保险费个人缴

费基数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申报时间和办理地点
参保单位、个体劳动者应在 2020年 5月 6日至 5

月 23日之间，向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 2020
年度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基数。

二、缴费基数确定办法
（一） 企业单位 （含参照企业缴费的其他单位）

参保人员的个人月缴费基数，由参保单位按本人2019
年1月至12月全部工资性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各

种津补贴、加班工资等）的月平均水平据实申报。其

中，月缴费工资水平高于缴费基数上限的，缴费基数

按上限标准 19070元确定；月缴费工资水平低于缴费

基数下限的，缴费基数按下限标准3815元确定。

（二）个体劳动者（含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人员

的个人月缴费基数由本人自主申报。原缴费基数在今

年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范围之内并愿意继续按原缴费

基数缴费的，或原缴费基数低于今年缴费基数下限并

愿意按今年缴费基数下限缴费的，这两种情况可免于

申报，缴费基数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统一调整确定。

（三）机关、事业单位中的编制外职工缴费基数

和费率同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参加医疗

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有关事项另行通知。

三、申报办法
（一）网上申报

参保单位（含个体工商户）可通过宁波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网（http://rsj.ningbo.gov.cn，下同）首页

下方的“社会保险申报”图片链接进入社会保险网上

服务系统，输入所在单位的登录信息（用户名为单位

编码，初始密码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纳税人识别

号，首次登录用户需要录入经办人手机号码等信息进

行验证），即可进入系统进行网上申报操作。

（二）窗口申报

因特殊情况不具备网上申报条件的参保单位、个

体劳动者可到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报窗口办理

申报手续。

四、未申报调整办法
逾期未申报缴费基数的参保单位，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将依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按该

单位职工上年缴费基数的110%调整确定。

五、其他
各参保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申报确定的缴费基数向主

管税务机关及时缴纳社保费款项，个体劳动者（含灵活

就业人员）应根据本通告第二条第二款确定的缴费基数

（或自主申报数）及时在缴费账户中存入相应的款项。

2020年4月28日

慈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慈溪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慈溪市税务局

关于申报2020年度社会保险费个人缴费基数的通告

兹定于 2020年 4月 30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宁波
杭州湾新区（网址：http:∥http://www.hzw.gov.cn）公示慈溪
市庵东镇华兴股份经济合作社庵东镇华兴村文化礼堂新建
工程选址方案。拟公示的建设项目地址为：庵东镇华兴
村。新区分局联系电话：89388771、89388770。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杭州湾新区分局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规划公示

慈溪市人民政府白沙路街道办事处拟对《慈溪市中心
城区白沙路街道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部分地块进行调整，
现将该规划调整方案进行公示，希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一、公示时间：2020年4月30日起30个自然日内
二、公示地点：
1.白沙路街道办事处公示栏（三北大街2358号）
2. 白沙路街道办事处网站：http://www.cixi.gov.cn/col/

col136114/index.html
联系电话：0574-63993290 联系人：俞先生
联系时间：工作日上午800-1100，下午130-430

慈溪市人民政府白沙路街道办事处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规划公示

宁波金榕美居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变更金悦珑府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内容，现将变更规划方案公示于慈溪滨海新城
灵峰路（慈溪市龙山公交中心站对面）现场及龙山镇人民
政府网（网址：http://longshan.cixi.gov.cn），征求公众意见。
即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如对规划方案有异议请致电：63716229，来信请寄：慈溪市龙山镇灵峰路1000号。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公示

我街道拟对《慈溪市中心城区坎墩街道控制性详细规
划》局部地块调整进行公示，请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

公示时间：2020年4月30日起30日内。
公示地点：坎墩街道办事处公示栏
联系电话：0574-63276505
联系人：潘先生

慈溪市人民政府坎墩街道办事处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规划公示

受委托，本中心将对二批罚没物资进行公开网络竞价转
让，1.网络报名时间：2020年5月29日900至2020年6月2
日 1630；2.竞价时间：2020年 6月 3日 930；标的详细信
息及具体竞买规定详见http://cixi.bidding.gov.cn/。

慈溪市产权交易中心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二批罚没物资网络竞价转让公告
编号：CQ20022

兹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
场、慈溪市信息公开网（网址：http://www.cixi.gov.cn/
col/col136084）公示以下项目：

1.慈溪久腾进出口有限公司新建厂房项目申请办
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资料。拟建设地点
为：宗汉街道江东村。

2.慈溪市广银电器有限公司新建 1#厂房加层、
2#厂房加层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
关资料。拟建设地点为：逍林镇工业区。

3.慈溪市诜融塑胶制品有限公司新建 1#厂房、
2#厂房项目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资
料。拟建设地点为：附海镇韩家南路777号。

市行政服务中心自然资源和规划窗口联系电
话：63961810、63961747 （上午 8:00-11:30，下午
1:30-4:30，节假日除外）。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公示
兹定于2020年5月6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慈溪规

划网（网址：http://www.cixi.gov.cn/col/col136086/index.html）
公示慈溪市新城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申请办理新城河区
块综合改造D#安置房工程的规划选址(用地)方案。选址(用
地)地点在：北二环路以南，规划东三环绿化带以东。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电话：63961746、63961747。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规划选址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公示

兹定于 2020年 4月 30日开始十日内在建设现场、宁波
杭州湾新区（网址：http:∥www.hzw.gov.cn）公示宁波融创
金湾置业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智慧宜居区块3#-C地块
项目调整方案。拟公示的建设项目地址为：博创路西，海
浦路北。新区分局联系电话：89388771、89388770。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杭州湾新区分局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规划公示

新华社北京 4 月
29日电 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
议 29 日表决通过了关
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召开时间的决定。
根据决定，十三届全国
人 大 三 次 会 议 将 于
2020年5月22日在北京
召开。

会议指出，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
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
艰苦努力，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经济社会生活
逐步恢复正常。综合考
虑各方面因素，适时召
集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的条件已经具备。

2019 年 12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
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于2020年3月5日在
京召开，并提出会议议程
建议。按照这一决定，全
国人大常委会已为大会的
召开进行了一系列筹备准
备工作。

鉴于发生新冠肺炎重
大疫情，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重大决策
部署，持续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安全，2020年2
月 24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
决定，适当推迟召开十
三 届 全 国 人 大 三 次 会
议，具体开会时间由全
国人大常委会另行决定。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
素，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在北京
召开。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将于5月22日召开

据新华社北京4月
29日电 政协第十三
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五
次主席会议日前在京召
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
究部署相关工作。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政协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
决定（草案）、全国政协
十三届三次会议议程（草
案）和日程（草案）、全
国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
次会议议程 （草案） 和
日程，听取了全国政协
十三届三次会议筹备工
作情况的汇报。会议建
议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于5月21日在北京召
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
将于5月21日召开

据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记者 白阳）农民工讨薪有新
的法律武器了；闯红灯等非现场
交通违法罚款可以跨省缴纳了；
网络聊天记录可作为民事诉讼证
据打官司了……5月，一批新规
开始施行，给你我生活增添了更
多法治保障。

拖欠农民工工资
可被追究刑事责任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自 5月 1日起施行，为根治
欠薪“顽疾”提供了重要法律武
器。

条例明确用人单位支付农民
工工资的首要责任。坚持市场主
体负责、政府依法监管、社会协
同监督原则；用人单位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应当依法予以清偿。

条例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惩
戒力度。违反规定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
令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向
劳动者加付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
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赔偿金；
涉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条例还对用人单位开展守法

诚信等级评价；建立拖欠农民工
工资“黑名单”等。

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
可跨省异地缴纳

5月 1日起，非现场交通违
法罚款可在全国范围内跨省异地
缴纳。

根据财政部、公安部、中国
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通知，违法
行为发生地与处理地在同一省范
围内的，机动车驾驶人或者其委
托的代理人应当在收到行政处罚
决定书后，在处理地所在省缴纳
罚款。缴款人在违法行为发生地
以外的省接受处理的，可在处理
地所在省缴纳罚款，也可跨省异
地缴纳罚款。

在违法行为发生地以外的省
接受处理后，缴款人可持行政处
罚决定书或者出具行政处罚决定
书编号，到处理地所在省选择的
代理银行在全国任意地的营业网
点缴纳罚款。

缴款人使用代理银
行的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自助服务终端等方
式缴款的，由缴款人自
行使用计算机、手机、
银行自助服务终端等登
录缴款界面，录入行政

处罚决定书编号，确认无误后缴
款。

微博短信等信息记录
可作为民事诉讼证据
在网上发生纠纷如何举证？

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证据规定做
出修改，明确电子数据范围和审
查认定规则。

这个 5月 1日开始施行的修
改决定明确，电子数据包括网
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
布的信息；手机短信、电子邮
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
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用户注册
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
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
息；文档、图片、音频、视频、
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
件；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
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
信息。

近年来，诉讼中的证据越来

越多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呈现。2015
年最高法发布民事诉讼法解释，对
于电子数据的含义做了原则性、概
括性规定。为解决审判实践中的操
作性问题，此次修改对电子数据范
围做出详细规定，完善了电子数据
证据规则体系。

北京：
不按规定分类垃圾
最高可罚款200元

这个5月，还有一些地方新规
同样值得关注。

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 5月 1日起正式施行。根
据条例，北京市生活垃圾分为厨余
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
垃圾四类。

5月 1日起，北京市餐饮服务
不得主动提供筷子、勺子、刀（刀
具）、叉子等一次性餐具，宾馆饭
店不得主动提供牙刷、梳子、浴
擦、剃须刀、指甲锉、鞋擦等一次

性用品。
个人违反条例相关规定，由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进行劝阻；
对拒不听从劝阻的，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责任人应当向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部门报告，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
部门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反规定
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9部
门此前印发的通知，到 2020 年，
46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系统；到 2025年，全国
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系统。

此外，5月 1日，京津冀三地
将同步施行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
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三地机动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
例在核心条款、基本标准、关键举
措上将保持一致；《上海市推进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施行，聚焦
赋予科研事业单位更大的人财物自
主权等方面，为科技创新构建更具
竞争力的法治环境。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可跨省缴纳……

这些与你我相关的新规5月起施行

4月29日，抗疫一线代
表在武汉黄鹤楼景区重新开
放仪式上撞钟祈福。当日，
武汉黄鹤楼景区重新开放。
目前，景区不提供窗口售
票，游客通过网络实名预约
购票。黄鹤楼主楼部分开
放，每半小时允许 300名游
客进入。 ■新华社发

黄鹤楼
重新开放

据新华社莫斯科4
月28日电（记者 李
奥） 俄罗斯总统普京
28 日宣布，俄全国放
假延长至5月11日。

据克里姆林宫网
站 28 日消息，普京当
天就抗击新冠疫情与
相关部门官员和各联
邦主体行政长官举行
会议。他宣布俄罗斯全

国放假延长至 5月 11日，
并要求各地继续严格遵守
当前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措
施。

普京还要求俄政府相
关部门 5月 5日前提出建
议，为5月12日起逐步解
除限制措施做准备。他
说，这些建议需考虑疫情
状况，为解禁措施提供标
准或参数。

普京宣布

俄全国放假延长至5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