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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纳税人院

根据浙江省地方税务局的统一安排袁 我局将于 2012年

5 月 1 日至 2012 年 5 月 18 日袁 对 叶浙江地税信息系统曳

渊简称 野网税系统冶冤 进行全面升级袁 暂停办理税务登记尧 发

票领购尧 代开发票尧 申报纳税等涉税事项遥 为保障纳税人合

法权益袁 确保系统平稳升级袁 现将有关注意事项公告如下院

一尧 申报征收方面

1.2012年 5月份申报征收期调整为 5月 19日至 5月 30

日遥

2.2012 年 5 月 18 日后袁 个税全员申报单位被扣缴人

渊包括个人股东信息和已经注销人员冤 的身份证信息必须正

确袁 否则不能正常申报遥

3.系统升级可能会造成部分纳税人的网税用户名和密码

出错袁 如出现此种情况袁 请纳税人 渊社会保险费缴费单位尧

个人冤 携带税务登记证副本 渊或社会保险费登记证冤 和单位

公章前往办税服务厅获取注册码袁 重新注册用户名和密码遥

4.对实行数字证书登陆网税申报的纳税户袁 请在登陆网

税系统 渊选择 揖网税龙版铱 http://www.zjds-etax.cn/冤 首页

栏的 野各类下载冶 要野其他下载冶 中下载 野网税系统龙版

CA签名控件安装包冶 并安装遥

二尧 发票服务方面

1.有用票需求的纳税人请提前购领发票遥

2.我局将于 2012年 4月 27日统一将上传方式修改为限

时上传 渊限时 30天冤袁 请使用电脑发票和网络发票并实时上

传发票数据的单位袁 在 4月 27日及时更新客户端数据遥

3.纳税人有已失效发票而尚未缴销的袁 请务必在 2012

年 4月 28日前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缴销手续遥

三尧 表单下载

系统升级后袁 对部分涉税表单的内容和格式进行了变

更袁 纳税人可登录网税系统首页栏的 野各类下载冶 中进行下

载遥

四尧 咨询联系

纳税人如有疑问或在服务器关闭期间确有紧急事项的袁

可拨打以下咨询电话院

1.涉税软件服务商院 87630201 87628761

2.办税服务窗口院 87622095 87620973

3.房地产交易服务窗口院 87671289

4.征管科院 87642650

系统升级期间给您带来不便袁 敬请谅解浴

特此公告

武义县地方税务局

二茵一二年四月十日

县地税局关于信息系统升级有关事项的公告

荫台湾两岸行酒店二楼餐饮 尧美
容美发和一楼店面公开出租遥
招租热线院18967967358
渊钟经理冤

荫象龙汽车维修服务公司诚招本
地热爱汽车事业尧 责任心强的男
女青年若干名遥

电话院 87611300
13967945611 渊665611冤

地址院 县城白洋渡
荫美丽缘美容养身馆诚聘美容
师 尧美体师各十名 遥 待遇院2500-
5000/月曰学徒若干名袁待遇面议 遥
电话院13506598465

13588619111胡老师
地址院永康市胜利街龙泉路 23号

荫县城边 1000㎡厂房出租袁 非诚
勿扰遥 电话院 18667137119

荫履坦岗头工业区 7300㎡厂房出
租袁 3650㎡一层袁 共两层遥
电话院 13967949898
荫百花山兰花路厂房出租袁 底层
600㎡袁 楼上 1000㎡遥
电话院 15067941996

13305893040
荫县城内空场地出租袁 可经营体
育尧桑拿尧KTV尧棋牌等袁停车位充
足遥
电话院13605728487

荫履坦 120㎡幢房出售袁 三层半袁
交通方便遥
电话院 15336905331

武义县城网吧转让遥
电话院13758945025
荫工业区网吧转让遥
电话院13967979640
价格面议袁非诚勿扰遥
荫福建浦城浙江工业园每亩出让
价十万元起遥
电话院18868521185

荫武义县白洋海新门窗经营部遗
失注册号为 330723630000503 的
营业执照副本袁 声明作废遥
荫武义县白洋海新门窗经营部遗
失浙税联字 330723671609044 的
税务登记证正尧 副本袁 声明作废遥
荫武义县白洋海新门窗经营部遗
失代码为 67160904要4 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本袁 声明作废遥
荫武义索菲酒业经营部遗失注册
号为 330723600088110 的营业执
照正本袁 声明作废遥
荫浙江润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卡号为 3307230000275758的贷
款卡袁 声明作废遥
荫朱文生遗失坐落白洋街道朱村袁
证号为武集用 1993 第 01413 号袁
地号 0824438袁 面积 65.5㎡的土
地证袁 声明作废遥

转 让

遗失声明

招 租

出 租
招 聘

允蚤灶砸蚤 宰怎再蚤
25字 /60元
不足 25字按 25字计

受金华市行政服务中心委托 袁 定于
2012年 5月 9日 渊星期三冤 14颐30在金华市
双龙南街 1698号工商大楼 1楼对下列牌号
进行公开拍卖袁 起拍参考价为 5000 元要
80000元遥

个性化院 浙 G2222S 浙 G0002H
浙 G0009W 浙 G8999P
浙 G001DD 浙 G0123W
浙 G666BF 浙 G7666G
浙 G777FF 浙 G002BB
浙 G1000W 浙 G555BG
浙 G6677V 浙 G6969H

武 义院 浙 G5U999 浙 G6U888
浙 G6U777 浙 G7U666
浙 GFY001 浙 G0U006
浙 G5U678

即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9 日 渊星期三冤

上午 11时止凭有效证件在本公司 渊金华市
丹溪路 861 号天和大厦 A 座三楼冤 报名袁
本人参加竞拍可以现场报名,保证金每个标
的 5000元遥

咨询电话院 400-166-1618
89173456

网址院 www.jxauction.com
温馨提醒院 5000元以下的标卖车牌请

购车车主本人携身份证原件到以下地址购买

金华市汽车城车管所对面

电话院 82081500
金华市双龙南街 828号行政服务中心一楼
电话院 82469129

金华金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 5月 3日

金华市小型机动车野特殊牌号冶拍卖公告
壶山街道农村财务委托代理服务

中心因工作需要袁 现拟向社会公开招
聘 1 名合同制工作人员遥 现将有关事
项公布如下院

1.工作岗位院 街道农村财务委托代
理服务中心会计遥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 身体健
康袁 公道正派袁 遵纪守法袁 品行良好袁
吃苦耐劳遥

3.报名条件院 武义籍袁 年龄 35 周
岁以下袁 男女不限袁 大专以上财会相

关专业毕业袁 有会计上岗证者优先遥
4.报名时间院 2012年 5月 8日至 9

日袁 报名时携带身份证尧 户口簿尧 毕
业证书原件尧 近期 1寸免冠照片 1张遥

5.报名地点院 壶山街道农经站
联系电话院 87668905

6.招聘办法院 经公开报名尧 笔试尧
面试袁 择优聘用遥

壶山街道办事处

2012年 5月 3日

壶山街道农村财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
公开招聘合同制工作人员

武义移动
招工信息

武义移动招聘社区经理袁要求全日制大专以上袁30周岁以下遥 有意者带有效身份证尧学历证书尧1寸证件照袁到环城北路 88号移动公司三楼综合办报名遥 渊双休日不接受报名冤

即日起袁 前往武义移动各营业厅或指定网点袁 只要预存一定金额话费袁
即可轻松拥有心仪靓号袁 机会均等袁 先到先得袁 赶紧行动吧浴 详询 10086

特殊号码袁尽显尊崇身份袁唯有稀缺袁方能成就珍贵价值浴

出 售

http://www.zjds-etax.cn/
http://www.jxaucti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