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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东方市三家镇人民政府原工会委
员会主席吉祥全的工会法人资格
证书（副本）一本和工会法人法定
代表人证书一本不慎遗失，证书
号：210900020；中华人民共和国
组织机构代码证两本（正副本）不
慎遗失，证书号：67105632-0，声
明作废。▲张光林遗失建筑施工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操作类别：建筑架子
工 （ 初 级 ） ，证 号 ：琼
R022013000009，声明作废。
▲吴友遂、吴友道、吴江南、吴友迈
遗失座落于长流镇康安村民委员
会文盛经济合作社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海口市集用（2011）第
045221号，声明作废。
▲符和金·符锦遗失座落于文昌市
东郊镇宝玉村民委员会南宝符村
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
（2013）第03056号，特此声明。
▲海口秀英坚牌环保砖厂公章未
在公安局备案，声明作废。
▲海口市美兰区新埠社区居民委
员会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3037501，声明作废。
▲陈环月遗失护士执业资格证书，
证号：201046000761，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声明

日前，在市场上出现一波，以中合
动能（海南）石化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的名义，乱发、乱签销售合同，并
且收取客户的货款和居间费的现
象，我公司对这种违法行为声明，
凡与中合动能（海南）石化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所签的合同，必须经过
本公司合同备案和合同的正确地
址、电话、法人签字、盖章，才有法
律效应。否则，视为无效合同，并
且追究其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中合动能（海南）石化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8532167

注销公告
东方板壹沙石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9007399256939H向东方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东方板贰沙石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9007399256912R 向东方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文昌公坡驭龙茶店遗失《食品经
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90050027990，声明作废。
▲湖北鑫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因公章不慎遗失，现
声明作废。
▲湖北鑫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海南分公司因财务章不慎遗失，
现声明作废。
▲曾纪蓉不慎将海口市龙华区八
灶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档案编号: BZ1170
登记顺序号:250）一份丢失，特此
声明。
▲葛文学遗失文昌市建设工程规
划临时许可证,证号:（临）建字第
469005201800185号,特此声明。
▲许秋余、李列宏遗失座落于海口
市琼山区府城镇振发路东侧的集
体土地使用证，证号:海口市集用
（2013）第003469号，声明作废。
▲何翠花遗失坐落于翁田镇西村
村民委员会东村村的集体土地使
用 证, 证 号: 文 集 用（2010）第
045831号,特此声明。
▲海南省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
WYHB1标项目经理部负责人（李
文 广 ， 身 份 证 号 ：
500228198907283777）遗失银行
预留印鉴个人名章一枚，声明作
废。

减资公告
海南华峰联合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议决定，将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捌仟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壹仟万元，原债权债务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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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昌屯城全保实木家俬城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现特此声明。

▲屯昌水电建筑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五指山河南支行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L6410000068601，现声明作废。

▲三亚良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南宏远房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章一枚，声明作废。

▲沈英姿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

南西海岸2.3期B17-1801号房的

房 款 收 据 1 张 ，收 据 编 号:

No160041767，金额：260000元，

特此声明作废。

▲ 廖 燕 妮 ( 身 份 证

452230198803316027)遗失准迁

证，证号：00677767，声明作废。

▲ 陈 帅 （ 身 份 证 号

460200197412205116）不慎遗失

高级工程师（给排水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证书编号：0141432，声明

作废。

▲儋州韵草堂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小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分立公告
海南康尼医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50万元）拟存续分立为海南康尼

医药有限公司（存续公司，注册资

本125万元）和海南康尼健康产业

科技有限公司（新设立公司，注册

资本125万元），分立前的海南康

尼医药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分

立后的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

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

照法定程序实施。

特此公告

海南康尼医药有限公司

声明
海南立诚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

司从未遗失公章、财务章，公章、财

务章一直保存在公司办公室。

特此声明

声明人：陈峰

2020年4月15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00416期）

受委托，定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

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SANY液压挖掘机，

型号：SY125C，参考价：62.34 万

元 ；SANY 液 压挖掘机，型号：

SY205C，参考价：88.76万元；竞买保

证金：10万元/台。标的展示时间及

地点：4月21-22日；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加钗农场四队停车场。有意

竞买者请于2020年4月23日17:00

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

电话：15607579889 王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

厦主楼41层

▲林道海遗失坐落于文城镇排田
村 的 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 证 号:
W0100382,特此声明。
▲王朝志（于2020年4月10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04197901310210, 特 此 声
明。
▲海口国大电信设备有限公司三
亚分公司遗失向中国移动通信海
南三亚分公司缴纳购机押金开具
的原发票（金额人民币8000元整）
一张，特此声明。
▲定安壹号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8073702，现声明作废。
▲海南木森林装饰有限公司因公
章破损，声明作废。
▲王丹遗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
注册编号：琼 246151801049，证
书编号：02061061，声明作废。
▲澄迈坡脑益家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现声
明作废。
▲保亭保城仁和堂药品超市分店
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易剑东遗失特种作业人员操作
证 ， 证 书 编 号 ： 琼
A032015000025,现声明作废。
▲海南屯昌龙辰节能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9026589297256X，
现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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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补贴、放松限购、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延长……

政策“组合拳”能否提振汽车消费
发放补贴、放松限购、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延长……近期，从中央到地方，针对提振汽车消费

推出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将对汽车市场带来哪些影响？

近期，中央多部委多次提出促进
汽车消费。3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决定，将今年年底到期的新
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
税政策延长2年。

3月26日，商务部提出，鼓励各
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出台促进新能
源汽车消费、开展汽车以旧换新等措
施，进一步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此
前，商务部、发改委等联合发布的《关
于支持商贸流通企业复工营业的通
知》提出，要积极推动优化汽车限购
措施，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发改
委、公安部、财政部等联合提出，要促
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政策转变，鼓
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加汽车号牌
限额。

各地积极响应，目前已有广州、
杭州、宁波、南京等十多个城市出台
促进汽车消费举措，主要包括加大补
贴力度、增加小客车指标等，比如发
放购买新车或新能源汽车补贴、汽车
以旧换新补贴、不同形式消费券或直
接让利等，有的地方还对消费者拍牌
进行补贴。

到今年年底前，广州对个人购买
新能源汽车给予每车1万元综合性
补贴，对置换二手车的，根据车型给
予3000元至6000元补贴。广东佛
山对购买本地车企“国六”标准排量
汽车给予2000元至5000元补贴。

南昌、宁波、长春等地对消费者
购买当地生产、销售的乘用车并在
本地上牌的，给予每辆车一次性让
利，金额在1000元至6000元不等。

在深圳市罗湖区，消费者在当地
汽车销售企业购买单价10万元以上
汽车，可获赠价值2000元购物卡。

汽车限购城市广州鼓励车企补
贴消费者拍牌费用。车企补贴消费
者拍牌达到每辆车1万元的，市财政
给予车企每辆车5000元奖励。官方
数据显示，广州3月份个人拍牌的平
均成交价约为1.8万元。新政策下，
消费者的拍牌成本将下降一半以上。

还有一些限购城市将增加指
标，适当放松限购。杭州市小客车
总量调控管理办公室公布，2020年
将增加2万个小客车指标。广州表
示要加快推进落实新增10万个中
小客车指标额度工作，深圳也表示
加快新增汽车指标放号。上海增加
了牌号拍卖指标，贵阳取消了限购，
海南取消了新能源汽车限购。

业内人士认为，诸多政策中，新
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
税延长2年尤其引人关注，政策下
新能源汽车将继续保持价格优势，
会成为较长时期内一个较明显的增
长点。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
究所经济学副研究员巫细波表示，
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延期表明
国家仍将大力并坚定发展新能源汽
车产业。

“最近优惠政策比较多，买车比
较划算。”在广州市白云区的一家大
型汽车销售中心，市民田先生告诉
记者，近两周已经去了五六家店，许

多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在政府补贴的
基础上还有额外优惠，有的能省四
五万元，很有吸引力。

数据显示，一季度，疫情以及宏
观经济下行对汽车行业整体冲击较
大，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大幅
下滑。随着疫情逐步好转，新能源
汽车销售在逐渐恢复。3月份，新
能源汽车产销环比分别增长3.8倍
和3倍。

截至 2019 年年底，我国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380多万辆，充电桩
120多万个。业内人士认为，续航
能力不足、充电设施不完善等是
当前不利于新能源汽车消费的主

要因素。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孙光奇

日前表示，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制
造成本还比较高，难以与传统燃油
车竞争，需要继续给予支持，提升产
业竞争力。

据了解，财政部将会同相关
部门出台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相关政策调整的具体措施，稳
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将研究优
化奖补政策，支持地方开展充
电设施建设，尽快改变车多桩
少局面，为新能源汽车消费创
造良好环境。

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

蔡荣华表示，目前，一些充电设施建
设项目已陆续开工建设，预计今年
全年能完成投资100亿元左右，新
增公共桩20万个左右，新增私人桩
40万个左右，公共充电站达到4.8
万座。

“未来汽车消费、出行模式会有
很大改变，智能网联将是一个大趋
势。”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发
展处负责人陈键华表示，车联网、充
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能加快推
进，都将成为汽车消费的新热点，也
会给国内汽车市场带来新机遇。车
企应抓住机会，加大创新投入，提升
竞争力。

一些汽车厂商表示，受疫情影
响，2月份汽车消费基本停滞。“随
着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加
上近期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业内期
待二、三季度销售有明显回升。”广
东省汽车电子商务促进会会长熊双
玲说。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
2月份第一周乘用车日均零售仅
811辆，第二周为4101辆，第三周
为5411辆，第四周上升至1.65万
辆。3月份，全国汽车产销分别达

到142.2万辆和143.0万辆，环比分
别增长4.0倍和3.6倍。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狭义乘用
车市场零售104.5万辆，同比下降
40.4%，降幅相较上月提升38个百
分点，环比增长317.5%。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发
展处调研员唐锡禧表示，目前，潜在
的汽车消费者比较多，补贴会是比
较有效的方式。中金公司研报分析
认为，短期提振车市需求较为有效

的可操作方案是限购放松和以旧换
新补贴。

“政策启动期的拉动效果不
一定能迅速显现。”全国乘联会秘
书长崔东树建议，除了已有的政
策尽快细化落实，可以考虑出台
购置税减免、购车抵个税等综合
措施。

此外，一些业内人士建议，未来
要开拓新的消费市场。蔡荣华表
示，我国三线以及三线以下城市汽
车消费潜力比较大，这将成为未来

我国汽车消费的新增长动力。一家
汽车销售公司负责人表示，现在汽
车厂家都努力在三四线城市扩充，
推进销售。

市场呼吁进一步逐步放松汽车
限购，释放市场潜力。巫细波认为，
一些大城市的汽车消费长期被限购
压制，疫情之后，居民对安全出行的
需求更为强烈，放开后的短期效应
会最为明显。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
魏董华 荆淮侨 何欣荣)

多部委提促汽车消费
十多个城市出台具体举措

新能源汽车新机遇引人关注

亟待政策细化落实

新华社发

国家安全机关表彰奖励
有重要贡献的举报人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4月15日是第五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机关依据国
家安全法、反间谍法等有关规定，从主动向国家安
全机关反映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举报人中，评选
出李某某等有重大贡献的17人和陈某某等有重
要贡献的59人，分别进行了表彰和现金奖励。

近年来，随着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普及，人民
群众国家安全意识不断增强，特别是通过国家安
全机关12339公民举报受理电话和网络平台，主
动举报反映情况的明显增多，为维护国家安全作
出积极贡献。此次受到表彰奖励的人员中，既有
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科研工作者、现役官
兵，又有高校学生、社区居民、沿海渔民、务工人员
等。他们有的发现可疑人员通过互联网，以利诱、
招聘、交友等欺骗手段，勾联策反我境内人员实施
间谍窃密行为。有的反映个别背景特殊的境外公
司和人员，通过所谓项目合作、代理或旅游观光等
名义，搜集我科技、生物等领域情况。有的是出海
捕捞作业时，在我领海捞获水下可疑窃密装置。
还有的是发现我军事目标周边存在失泄密风险隐
患等。这些情况和线索为国家安全机关侦办案
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各
类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都
是广大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作斗争的具体体现，是“国家安全全民共建，全
民共享”的有效实践，是新时代“汇聚人民力量，维
护国家安全”的生动写照。

财政部：

暂免征收加工贸易企业
内销税款缓税利息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记者申铖）记者15
日获悉，财政部日前发布通知称，为稳定加工贸易
发展，减轻企业负担，自2020年4月15日起至
2020年12月31日，暂免征收加工贸易企业内销
税款缓税利息。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
室副主任何代欣介绍，加工贸易企业将保税进口
料件或制成品内销时，除按规定缴纳进口环节税
收外，还需要缴纳缓税利息。

“疫情之下，全球贸易遭受冲击，加工贸易尤
为承压。此次暂免加工贸易企业内销税款缓税利
息，可以降低企业内销成本，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何代欣说。

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
扩大至所有综合保税区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记者申铖）记者15
日获悉，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通
知称，自2020年4月15日起，将内销选择性征收
关税政策试点，扩大到所有综合保税区。

根据三部门于2016年发布的关于扩大内销
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的通知，内销选择性征
收关税政策试点扩大到天津、上海、福建、广东四
个自贸试验区所在省（市）的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除外），以及河南新郑综
合保税区、湖北武汉出口加工区、重庆西永综合保
税区、四川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和陕西西安出口
加工区5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
副主任何代欣说，在2016年已扩大试点范围的基
础上，此次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试点扩大至
所有综合保税区，将进一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推
动更多企业从中受益，对稳外贸、扩内需都将起到
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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