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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陵水汇智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22张，发票
代码：4600162320，发票号码：
14633264/00104505/18665893/
00205497/18632612/00104511/
14755895；发票代码：4600171320，
发票号码：00283345/00514982/
14678186/00283243/11830455/
00347575/00289781/00405553/
24942797/24876055/24658168/
24875984/11694736；发票代码：
046001800104，发票号码：12775764；
发票代码：046001900104，发票号
码：04471257，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海南八昌饲料销售有限公司文

昌分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现

声明作废。

▲海南智海王潮会议展览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遗失工会法人资格

登记证书、工会法人资格登记证书

副本、工会法人法定代表人证书

（证号：工法证字第 210100488

号），特此声明作废。

▲陈斌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花

岛收据。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花

岛，房号 ：2- 284- 501，编号 ：

HHD5150344，金额为：29029元；

特此声明作废。

▲林小月不慎遗失华侨城曦海岸
项目11号楼1302商品房的购房
定金收据和认购书，收据金额
20000 元 整 ，定 金 收 据 编 号 ：
0000488。 认 购 书 编 号 ：
0000167，声明作废。
▲盛洁遗失三亚凤凰水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E区三组团C5#812
产 证 费 用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2351372,金额:14137.9 元，声明
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雷丰村
村务监督委员会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
▲海南致远伟业公共关系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任琪武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

(2020 年 1 月 3 日上午），证号为

231025196805030011，声明作废。

▲张广达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

有限公司C区F1_1912产证费用

收据一张，编号:9915666，金额:

7077元，声明作废。

▲张广达遗失三亚凤凰新城实业

有限公司C区F1_1912产证费用

收据一张，编号:00552281，金额:

22189.68元，声明作废。

▲海南志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覃娇娇二级建造师注册证，注册

证编号：琼 246151709854，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玉凤祥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拟

向陵水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

报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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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

2020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芭蕾舞剧《鹤魂》
——青春的放歌 生命的赞礼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中央芭蕾舞团
演出时间：2020年1月13、14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 价：甲等90元 乙等70元 丙等5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20年1月4日至2020年1月14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广告

第三届海南迎春商品
农 产 品 展 销 会

离开幕还剩3天
2020年1月8-12日在海口市

蓝天路名门广场举办。

全国有237个城市已启动垃圾分类

政策落地后，垃圾“落”哪了？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统计，目前，全国有237个城市

已启动垃圾分类，上海、厦门、杭州、宁波、广州、深圳等18个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居民小区覆盖率超过70%。2019年“全
面启动”和“强制分类”的按钮按下后，各地落实情况究竟如
何？“新华视点”记者进行了追踪。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
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
要求，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
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记者从
住建部了解到，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等4省已出台地方法规，河北等12省
份地方法规进入立法程序。46个重
点城市中，已有30个城市出台生活垃
圾分类法规或规章，还有16个城市将
生活垃圾分类纳入立法计划或已形成
草案。

记者梳理发现，出台法规的30个
城市均对垃圾分类提出强制要求，明
确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其中以罚款
为主，警告或限期整改为辅。多数城
市规定对个人最高罚款200元，对单
位最高处罚5万元。

截至目前，广州执法立案查处
613宗，行政罚款近72万元。西安市

2019年9月份正式实施垃圾分类，9
月 3日开出第一张“行政处罚决定
书”——雁塔区一小区因垃圾分类引
导员不到位及垃圾未分类投放，被罚
款10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46个重点城市
中，太原、深圳等16个城市还用信用
惩戒手段，将单位和个人因拒不承担
生活垃圾分类责任被处罚的，作为不
良行为记录纳入公共信用信息系统，
实施联合惩戒。

奖惩并重是此次垃圾强制分类的
一个突出特点。北京、上海、厦门、宁
波等城市还对生活垃圾分类成绩突出
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或奖励。上海
市定期发布垃圾分类的“光荣榜”，评
选出示范街镇。深圳规定，分类成效
显著的家庭可获得2000元补助资金，
住宅区最高30万元。

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方探索通
过物质鼓励，激发市民对垃圾分类的
积极性。

西安市长安区探索“垃圾银行”模
式，生活垃圾进行分类，粘贴二维码后
投入回收箱积分，积分可在指定超市
兑换生活用品等。西安市浐灞生态区
一家物业公司自主研发了一个线上绿
色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平台，其负责人
介绍：“小区住户在平台上实名注册成
为绿色会员，垃圾回收后可累计积分，
积分可兑换获益。目前浐灞生态区绿
色会员用户5万余户，一个月大概有
10吨的可回收物。”

还有一些地方通过科技手段推
动垃圾分类。上海推行智能垃圾箱

房，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刷指定卡才能
开箱投放。每张卡“绑定”一户居民，
投放时卡对应的居民信息会自动传
输到居委会后台。通过刷卡数据和
频次，居委会可以判断居民垃圾分
类投放情况，快速找到不遵守规定的
个体。

垃圾强制分类更带动了相关产业
发展。随着源头端分类垃圾规模的提
高，后端处理市场迅速扩大。西安市
近期将会有4家生活垃圾焚烧厂投入
运营，餐厨垃圾处理厂等其他终端设
施也在建设中。在云南、广西、甘肃、
陕西等地一些乡镇和农村地区，小吨
位的垃圾热解气化技术近年来不断被
投入使用。

据了解，目前，在46个重点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覆盖7.7万个小
区和4900万户家庭，居民小区覆盖
率平均达到53.9%。其中，上海、厦
门、杭州、宁波、广州和深圳等18个
城市覆盖率超过70%。

垃圾分类达标率也不断提升。
广州的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
35.6%，已经超过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实施方案2020年底达到35%以
上的要求。

上海居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已
从2018年的15%提升至90%。根
据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最新统
计数据，上海市日均可回收物回收
量较2018年12月增长3.7倍，湿垃

圾分出量增长1倍，干垃圾处置量
减少38%，有害垃圾分出量同步增
长13倍多。

与此同时，记者采访发现，目
前垃圾分类政策落地仍面临一些
问题。例如，一些地方条例明确

“不分类不收运”，制定了第三方
不定期抽查小区的方案。但基层
人员表示，对于没分好的垃圾，环
卫车辆不敢不收运，否则大片区
域垃圾腐烂影响城市环境和正常
运行。上海市一名基层人员说，对
小区分类抽查频次较低，“小区一
年可能只被检查三四次，震慑作用
不够”。

倡导使用环保循环袋的“蔚路

循环”团队创始人王曦认为，垃圾分
类目前主要靠行政手段和社区宣教
引导，建议厘清政府的管理和监督
责任，同时让居民看到垃圾分类的
经济和环保价值，全社会共同发力
做好垃圾分类。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环卫处处长
徐志平建议，探索以技术加管理的
方式代替目前主要靠人工值守的监
督方式。阿里巴巴环保业务负责人
曹启明建议，通过二维码、视频监控
识别、物联网感知等技术，实现从投
放到处置全周期的数据收集、共享
并进行智能化分析，更好地识别、监
督混投、混装、混运等行为。

（据新华社电）

覆盖率与达标率大幅提升，投放与装运监管难题待解各地“花式”探索：“垃圾银行”、智能垃圾箱房、分解处理技术

多城通过立法助推垃圾分类，有罚有奖动真格

新华社发

新华视点

新版医保目录从2020年1月1日
开始执行，作为构成我国基本医保制
度的元素之一，医保药品目录事关全
体参保人，堪称“全民药方”，每一次调
整都至关重要。

此次医保目录调整的关键词是
“调整”和“降价”。以前调出呼声较
高、但一直没有调出的部分药品，这次
被果断调出。不少临床必需、效果很
好，却因价格较高、担心调入会增加基
金负担的药品，这次被果断调入。新
增加 70 种药品，其中很多涉及癌症、
罕见病、慢性病的新药、好药，平均降
幅达到60.7%。这意味着不仅减轻了
广大参保人员药品负担而且可以提升
医保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医保制度的公
平性，让医保基金和个人的钱都用在
刀刃上。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各
阶层的医疗需求水平也出现差异，广
大群众对医保目录的要求已经从“吃
上药”上升为“吃好药”。因此，基本
医保目录肩负着兜住人民最基本的
需求和让群众享受更多好药的双重
重任。为了积极回应民生诉求，国家
医保部门代表广大患者与药企进行
集中采购谈判，很多药品都谈出了最
低价——丙通沙等海外市场的天价
神药进入医保，更多好药进入“普惠
模式”，这充分说明我国集中力量办
大事和最大范围保障公民健康利益
的制度优势。

要让“制度优势”真正变成群众的
“幸福感”，新版医保目录调整“扩容”
和“降价”只是第一步。为使目录最大
程度释放健康福利，各地医保部门、医

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企业的落实还
要更给力。各地报销政策如何与新版
目录衔接；如何探索按病种付费等新
的支付方式；能否通过慢性病患者报
销比例上的倾斜，避免他们小病拖大；
怎样给予药企偏远地区配送补贴，让
基层群众享受医保目录红利；怎样促
进医疗机构合理用药；怎样保障降价
后的医保药品供应……这一系列的问
题，既需要各地医保部门、卫生主管部
门等单位精心设计方案，更离不开医
疗机构和药企的密切配合。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
官之年。全面小康离不开人民健康，
基本医保目录要担负起“全民药方”的
职能，实实在在地给群众带来更多健
康保障。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记者鲍晓菁）

“全民药方”保障全民健康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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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珠海警方侦破
新型假发票案
票面总金额逾350亿元

据新华社广州1月4日电（记者魏蒙）记者
从广东珠海市公安局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该局侦破一起全国首宗利用新型的网络技术
实施制造销售假发票案件。该案涉及假发票数量
达110万余份，票面总金额逾350亿元，受票客户
共约24.8万家，遍及全国30个省份。

2018年11月，珠海某企业的一财务人员，在
工作中发现两张疑似假发票，经当地税务部门检
测确认，两张发票为假票。珠海警方接到报警后，
从税务部门提供的两张假发票线索入手，发现了
一个利用高科技网络技术非法制造销售假发票的
庞大犯罪网络。

据了解，该犯罪团伙不仅虚构了“国家税务总
局发票查验平台”，还研发了“开票软件”，建立一
套完整的数据库，团伙人员涉及全国各地。制售
的普通假发票与真发票极其相似，不经专业部门
检测，很难辨别其真伪。 鉴于案情重大复杂涉及
面广，公安部经侦局决定由珠海经侦发起公安部

“会战六号”战役。2019年5月21日，该案开展全
国统一收网行动。

作为主侦单位，珠海经侦部门率先对作为该
犯罪网络的“核心团队”——提供技术支撑的团伙
实施抓捕行动。在深圳市龙岗区一举抓获以詹某
泽为首的7名提供技术支撑的犯罪嫌疑人。

广东的广州、深圳、汕头、佛山、惠州、潮州、揭
阳等地市和河北、浙江、福建、山东、河南、四川、云
南等省份也随后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制售发票
团伙人员83名，捣毁涉案团伙窝点45个，现场查
获了完整的电子证据资料、缴获假发票37万多份
和大批涉案工具。

至此，从源头上打掉了这个以广东饶平籍人
员为主体，并由多个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犯罪团伙
构成的涉及全国的犯罪网络。

经查，此案涉及假发票数量达110万余份，票面
总金额约350多亿元，受票客户共约24.8万家，遍
及全国30个省份。鉴于该案为全国首宗特大利用
新型的网络技术实施制造销售假发票案件，公安部
已将其命名为珠海“11·21”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
案，列为全国打击整治涉税违法犯罪十大典型案件。

北京CBD功能区
总部企业达到550家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记者鲁畅）记者4
日从北京市朝阳区两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北京
CBD功能区总部企业达到550家，其中跨国公司
总部达88家，占北京全市的50%。2019年1月
至11月，外资企业税收近450亿元，超过功能区
税收总额的40%，CBD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支撑作用愈加凸显。

据介绍，2019年，《北京商务中心区高精尖产
业指导目录》（2019版）出台，形成《高精尖招商引
资目录》，指导写字楼招商。截至目前，已吸引佳
能中国、德勤北京公司、丰田金融服务（中国）等
70家重点企业落户。北京CBD去年新注册外资
企业超过600家，外企总数超过1万家。

南京出台
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新100条

据新华社南京1月4日电（记者沈汝发）1月
3日，南京市政府对外发布《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
政策新100条》，重点在政务效能、商务环境、市场
监管、法治建设、社会服务和保障机制上寻求创新
突破，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南京市代市长韩立明说，新100条更加突出
“全生命周期服务”理念，围绕企业注册、生产、经
营、退出全过程，推出“设立政策兑现窗口”“简化跨
区域迁移流程”等一批便利化改革措施。在政策标
准上，全面接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对标国内先进
城市做法，更加突出办理流程标准化、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