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直通车

中央新增财政资金能够直达市
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离不开特殊
转移支付机制的建立。

这一机制是指按照“中央切块、
省级细化、备案同意、快速
直达”的原则，让新增财政
资金坐“直通车”直达基
层。一方面更“快”更“直
接”，另一方面也对财政资

金管理提出新要求。
“建立特殊转移支

付机制是财政管理的
一个重大制度改革和
创新，对我们而言也
是一项全新工作。”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说，财政部建立
了部门联动、上下对接的工作机制，
构建直达资金管理制度体系，并搭建
全覆盖、全链条、全过程的监控系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为管好用好
直达资金，各地在政策执行和落实中
也因地制宜、各有“招数”。

湖南省财政厅预算处处长胡云
归告诉记者，湖南充分发挥全省财政

“省直管县”制度优势，取消市级转拨
环节，一次性将资金分解落实到县
市，确保直达资金从中央到基层“一
竿子插到底”。

为加强资金监管，深圳市成立直
达资金监控工作专班，制订直达资金
监控工作方案，组织开展专项培训，
明确直达资金使用范围和管理要求，
强化资金流向监控，统筹抓好资金管
理使用，加快直达资金使用进度。

“我们不仅强化了资金分配、使
用环节的管理，还强化了监督管理。”
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封毅说，围绕直达
资金使用落实，财政不仅与审计等部
门定期会商、信息共享，还向人大报
告资金分配拨付使用情况，向社会公
开资金分配情况，确保直达资金在

“最后一米”落地见效。
李敬辉表示，下一步，将盯紧直

达资金使用，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加
大财力下沉力度；加强直达资金监
管，与审计等部门加强沟通协作，进
一步完善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功能。

“我们还将及时评估完善政
策，认真听取地方有关部门和社会
各界对直达资金管理的意见建议，
及时完善管理措施；加强直达机制
实施效果评估，合理吸收好的经验
做法，完善改进预算管理措施。”李
敬辉说。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记者
申铖）

多项举措管好直达资金

资金花在哪里?如何管好用好？
——来自中央财政直达资金的一线调查

2 万亿元中央新增
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
直接惠企利民，是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
保”任务的重要内容。截
至8月中旬，除了3000
亿元用于支持新增减税
降费，实行直达管理的
1.7万亿元资金中，市县
财政已细化落实到具体
项目1.451万亿元，形成
实际支出5097亿元。

这笔资金主要花在
了哪些地方？如何管好
用好？记者走访湖南、深
圳、重庆等多地进行采
访，聆听一线的声音。

在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新
购置的车载移动CT随时“待命”为
居民服务，可对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进行肺部CT筛查。这些车辆购置
款的一部分就来自直达资金。

深圳北部的龙岗区，2亿元直达资
金已下达区属相关医院，主要用于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和疫情防控支出，且全部
支出完毕。“直达资金为基层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提供了‘真金白银’的保障。”
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局长陈周说。

据财政部预算司司长李敬辉介
绍，从直达资金执行情况看，各地结合
本地实际，大力优化直达资金支出结
构，重点用于疫情防控、帮扶市场主体
和困难群众，保基本民生、保就业、保
基层运转以及支持重大项目建设。

荷叶碧色连天，民宿错落有致
……通过大力发展庭院经济、产业经
济，湖南省平江县安定镇横冲村的生

产生活面貌不断改善。
不少贫困户告诉记者，7月份，

他们收到了一笔300元至1000元不
等的庭院经济奖补资金，这让他们更
有干劲把自己的“小生意”打理好。

“这笔钱就来自中央财政直达资
金。收到资金后，我们在5个工作日
内就把钱打到了贫困户的卡上，助力
他们更好谋发展。”平江县县长黄伟

雄说，直达资金下达精准快速，对于
基层财政来说如同一场“及时雨”。

在重庆市江北区，280万元直达资
金被用于救助城乡低保困难群众。低保
户朱文心告诉记者，现在一家每月可多
领到560元，“日子不再那么紧巴巴了”。

“江北区是重庆社会救助综合改
革试点区，已在全市率先实现城乡低
保统筹，将农村低保标准提高至城市
低保标准水平，城乡低保一体化。”重
庆市江北区财政局局长万川江说。

保民生“及时雨”

琳琅满目的产品摆满货架，主
播们通过手机直播介绍一件件商
品，客服们通过App与顾客耐心沟
通……重庆米优贝佳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的“直播带货”业务稳步发展。

“我们是一家致力于为商家和消
费者‘牵线搭桥’的电商公司。然
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倍感压
力，销售受到冲击。”公司总经理简

晓英说，困难中，政府为我们发放了
15.9万元的稳岗补贴，为公司发展
添了一份力。

这是直达资金为企业纾困解难
的一个具体例证。据不完全统计，直
达资金在支持保市场主体方面，已支
出资金超过140亿元，惠及中小企业

近8万家，个体工商户超6万户。
据重庆市江津区财政局局长李

嘉介绍，江津区除了给企业发放稳岗
补贴，还在直达资金中安排了2000
万元，用于向17家企业发放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融资贷款贴息，进一
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在湖南省株洲市，3.6亿元抗
疫特别国债资金被用于保市场主
体，用于支持株洲市轨道交通、新

兴产业等相关企业。
“株洲是一座火车‘拖来’的城

市，轨道交通产业是我市第一支柱产
业，但因疫情受到不小冲击，直达资
金可有效为相关企业纾困解难。”湖
南省株洲市财政局局长李能斌说。

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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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口美兰汇达丰建筑材料商店遗
失公章、财务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马梦霞遗失海南华侨城实业有限
公司曦海岸项目1号楼1702房认购
书，编号为0000124，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摩歌摄影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雷库石料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02002001923；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本、副本，代码:74259810-1，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圣丰正坤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财务章、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20005381601，账号
46050100513600002006，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曾庆隆因保管不善，将临房字第
001223号不动产权证书遗失，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
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曾庆隆
2020年9月11日

●海口美兰金府坊面包坊遗失中
国建设银行蓝天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21543101，特此声
明。
●陈漫不慎遗失海南省第三卫生
学 校 毕 业 证 ， 证 号:
HN2014211930005,特此声明。
● 徐 如 珍 遗 失 身 份 证 ，证 号
460027199812192068，声明作废。
●海南润工工程机械设备租赁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专用
发票，发票代码：4600163160；发
票号码：02034774，声明作废。
●海南岚晴居中东方置业有限公
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089号，
声明作废。
●朱潇龙（于2020年9月9日）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
310107198809282110，特此声明。
●海口秀英彬兴商行遗失公章，声
明作废。
●通化华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海南天泓基业实业有限公司
2016年4月12日开具（车位号:二
期车库062）的购车位收据,收据
号:0008067,金额:75000元, 声
明作废。
●海南桂唐药业有限公司遗失药
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琼
AA8980387，现声明作废。
●莫天宇遗失座落在琼山区红星
村委会沙上村55号401房的房屋
租赁证，证号02064，特此声明。
●CC SKIN CARE皮肤管理中
心2FA035-2号不慎遗失海南美
都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码合同履约
保证金收据（18447 元）一张，编
号：0021754，声明作废。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公告
因我机构无法收回陈清卿名下位
于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北二环路1
号恒大御景湾（一期)26#住宅楼
602 号房，不动产权证书为琼
(2017) 澄 迈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21877号，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
定，现公告作废。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9月11日

●李小梦不慎遗失临高富力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省临高县临

城镇富力悦海湾的认购书，编号:

HK4009062，声明作废。

●王植于2020年9月7日下午遗

失 二 代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720020529261X，现特此声

明。

●刘运全遗失船名琼万宁26526

渔业船舶国籍登记证，号码:琼万

宁0326526号，现声明作废。

●刘运全遗失船名琼万宁26526

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号码:

0326526号，现声明作废。

●海南富苑房地产有限公司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34949301，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乐惠佳百货商行公章

破损，现声明作废。

●陵水文罗红牛五金城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王振龙不慎遗失坐于陵水县长

城乡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陵国

用（长）字第0034号，声明作废。

●陵水新村珍妮服装店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469034600093296，声明作废。

●东方东龙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遗

失旧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明之秀咖啡休闲吧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

号:JY14601061244053，声明作

废。

●海口龙华鑫金朋超市不慎遗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14601060077222，声明作废。

声明
本 人 林 玉 玲 （ 身 份 证 号
460200198110070783），是海南
海榆丰渔业有限公司的法人，自
2020年9月30日起，公司股权变
更起，新的股东进入以后，公司所
有印章都被大股东收走，那时候开
始，我就没有法人代表的实际权
力，本人于2020年 2月份分别给
公司两个大股东及负责人都递交
了辞去法人代表的申请，但是都没
有得到回复！现本人特别声明，本
人要辞去该公司的法人代表职位。

声明
我公司于2020年9月10日在《海
南日报》刊登遗失公章,在2020年
9月 11日找回公章，正常继续使
用。特此声明
四川省南充市水电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2日

公告指界通知书
林廷昭（个人）：
孙有雄（个人）向我局申请坐落在
三亚市吉阳区港门村一路二巷13
号的土地使用权登记，该宗地西边
与你林廷昭相邻，根据《土地登记
规则》规定，需你现场指界签章，经
多次联系不到你，我局工作人员于
2020年7月22日已在你（个人）张
贴指界通知书，已超过7日，但你
还没来指界签章，我局重登此公
告。请你于公告之日起15日内持本
人身份证及《土地房屋权证》到三
亚市吉阳国土资源管理分局指界
签章，逾期我局将按缺席指界处理。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吉阳分
局 2020年9月10日

公告
本中心于2020年8月13日刊登在
海南日报的张凤英补发不动产权
证公告证号错误，正确的证号应为
澄房权证老城私字第05446号，特
此公告。

澄迈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0年9月9日

迁坟公告
海南崂滨精酿啤酒厂项目用地位
于海榆中线中德双顺食品加工厂
北侧。现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仍
有4座坟墓未迁移，请有关坟主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
内到屯城镇政府办理登记迁移手
续，并自行迁移，逾期未迁移的按
无主坟进行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先生（13907533621）、
李先生（15008098781）

屯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9月12日

●海南辐道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
口 交 通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号 ：
J6410005348601；重庆建行沙坪
坝 支 行 临 时 开 户 许 可 证 号 ：
L6530001081401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
●李书友遗失座落于琼山市灵山
镇锦丰村委会仁定村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证号:琼山籍国用(1997)
字第08-391号,声明作废。
●林诗平遗失坐落于琼山市府城
镇百子塘后巷 6号的房产证，证
号：03535，声明作废。
●林诗平遗失坐落于府城镇云露
管区百子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
地证号：2001-01-0406，声明作
废。
●海口龙华创派创意文化推广工
作室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易拓达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盈立蔬菜摊（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000MA5T9U4T66）遗失公
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英粒蔬菜摊（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0000MA5T9U4E3G）遗 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 徐 睿 （ 身 份 证 号
150104198805082614）将海南四
合鉴筑实业有限公司电力明园2
栋605号房的一份《商品房买卖合
同》丢失，合同编号：2009530，声
明作废。
●洋浦谷德简餐餐饮店遗失食品
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4001766097，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商铺出租

公告送达

公告
海口红晖酒店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资产租赁合

同》（合同编号 JYGLGS-2017-

016）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到期。

2020年9月1日，我公司送达贵公

司《合同终止清算交接通知函》，强

调告知：2020年9月15日前，贵公

司配合完成交接、清场、清算等工

作，否则我公司将采取措施，造成

经济损失和法理责任与我公司无

关，产生后果由贵公司承担。

特此公告

嘉峪关紫玉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2020年9月10日

公告
海南大域无疆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邓章泓、王际丞与

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劳人仲案字

〔2020〕第269、270号），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

及证据，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

等，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海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0898-66783032），

逾期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满

后的2020年10月28日上午9时

整在本委仲裁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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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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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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记者近
日从有关部门获悉，浙江、安徽、河南
三省纪委监委严肃查处长深高速江苏
无锡“9·28”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
背后的失职失责问题，共对45名公职
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2019年9月28日，长深高速公路
江苏无锡段发生一起大客车碰撞重型
货车的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造成36
人死亡、36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对伤员
救治和事故调查处置等作出部署。国
务院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了调
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特别重大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涉及浙江、安徽、河南三省
有关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履行职责方
面的责任。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
领导下，浙江、安徽、河南三省纪委监委
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能职责，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事故中存在
失职失责问题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
行了严肃查处，并督促相应党组织召开
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刻汲取教训、制定
整改措施、完善相关制度。

据介绍，浙江、安徽、河南三省纪
委监委分别责成绍兴市柯桥区政府、
绍兴市交通运输局，阜阳市临泉县政
府、阜阳市交通运输局，郑州市交通运

输局、郑州市公安局等15个单位作出
深刻检查，对45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
追责问责。其中，浙江省纪委监委给
予柯桥区委副书记（时任柯桥区委常
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诸剑明政务记
过处分，给予绍兴市交通运输局党委
委员、副局长王光善（因存在其他违纪
违法行为合并处理）留党察看一年、政
务撤职处分，给予绍兴市公安局柯桥
分局副局长蒋才兴政务记过处分。安
徽省纪委监委给予临泉县政府党组成
员、副县长符国风，阜阳市交通运输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王飞，临泉县公安局
党委副书记、政委蔡彪等3人政务记

过处分。河南省纪委监委给予郑州市
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吴福民，郑州市
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翟政，郑州
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保等3
人政务记过处分；对涉嫌违法犯罪的
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原
车务科民警王磊立案调查。对其他相
关责任人，三地纪委监委也分别给予
了党纪政务处分。

事故发生后，浙江、安徽、河南三
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就严肃问
责、举一反三抓好整改工作等提出要
求。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开展全省客运
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出台客运转型升级

实施意见等行业政策，绍兴市相关职能
部门、柯桥区政府组织开展道路客运非
法违法营运专项整治等。安徽省阜阳
市开展交通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和保安
全保畅通治乱除患工作。河南省交通
运输厅、公安厅、应急管理厅在全省开
展道路客运企业和车辆安全专项整
治，郑州市对无运营资质的客运车辆
实施召回封存和综合整治，建立营运
客车登记上牌会商机制和非营运大客
车动态监控平台。三省要求相关地方
和部门认真汲取此次事故教训，进一
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严肃
责任追究，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浙江安徽河南严肃查处长深高速江苏无锡“9·28”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案相关责任人

纪检监察机关严肃追责问责45名公职人员

银保监会调整交强险
责任限额和费率浮动系数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谭谟晓）记
者从银保监会获悉，为适应车险综合改革要求，提
升交强险保障水平，银保监会近日发布了《关于调
整交强险责任限额和费率浮动系数的公告》。

车险综合改革将于9月19日正式实施。此次改
革从保护消费者权益出发，通过对价格、保障、服务、
机制等多方面的改革，为消费者提供实惠和便利。

公告显示，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8万
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8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
额0.2万元。被保险人无责任时，死亡伤残赔偿
限额1.8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800元，财产损
失赔偿限额100元。相比原来责任限额，除财产
损失赔偿限额维持不变外，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
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均有较大提高。

公告明确，全国各地区交强险费率浮动系数
方案由原来的1类细分为5类，浮动比率中的上
限保持30%不变，对未发生赔付车主的费率由最
高优惠30%扩大到50%。

8月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1.28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吴雨）中国人
民银行11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人
民币贷款增加1.28万亿元，同比多增694亿元。

另外，8月份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1.94万亿
元，同比多增1317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8月我国社
会融资规模增量为3.5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
1.39万亿元。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276.74
万亿元，同比增长13.3%。

中方针对美国务院
限制中国驻美使领馆
及其人员活动采取反制措施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11
日说，中方已于近日针对美国务院限制中国驻美
使领馆及其人员活动采取反制措施。

有记者问：中方9月3日曾批评了美国务院
对中国驻美使领馆及其人员活动进一步采取限制
措施，并表示将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必要反
应。请问中方是否采取了具体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说，正如中方9月3日指出，去
年10月以来，美国务院对中国驻美使领馆及其人
员在美正常履职多次出台限制措施。美方做法严
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扰中
美关系和双边正常交往。

发言人说，为敦促美方及早撤销其错误做法，
中方已于近日发出外交照会，对美驻华使领馆包
括美驻香港总领馆及其人员的活动采取对等限
制，有关措施涉及美驻华使领馆包括美驻香港总
领馆的高级外交官及其他所有人员。

发言人说，必须指出，中方上述举措是对美方
错误行径作出的正当、必要反应。中方将继续支
持两国各界开展正常交流与合作。中国驻美使领
馆将继续与美国各界保持正常交往。我们再次敦
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限制中国驻美使领馆
及其人员活动的无理做法。中方将根据美方行动
作出对等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