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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联大急商耶路撒冷问题
美国放言“秋后算账”

联合国大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
21日召开紧急特别会议， 表决一项
反对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
都的决议草案。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
莉本周罕见地公开警告， 要把投票
情况“记在小本本上”。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20日更是放话： 敢投票反对
我们，就减少经济援助。特朗普6日
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并将启动美国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
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 国际社会对
此普遍反对。 ■均据新华社

菲律宾一艘渡轮沉没
至少4人死亡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21日说，一
艘载有251人的渡轮当天上午在菲
北部奎松省以外海域沉没。 奎松省
一家医院向记者证实， 这起事故已
造成至少4人死亡。菲海岸警卫队新
闻发言人阿曼德·巴利洛表示，这艘
渡轮从奎松省一港口出发， 由于天
气情况恶劣，约一小时后沉没。中国
驻菲律宾使馆表示， 目前尚未收到
失事渡轮上有中国公民的报告。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20日通
过30年来美国最大规模减税法
案， 将于2018年1月开始实施。
央视报道称， 是特朗普获得的
首个立法胜利。

分析人士认为， 减税对美国
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有限，而且部
分涉及跨国企业的条款可能违反
双边税收协定和国际贸易准则。

企业税改是重点

企业所得税改革是本次减
税法案的核心， 也得到美国商
界的普遍支持。根据税改法案，
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将从
现在的35%降至21%； 对美国
企业留存海外的利润一次性征
税， 其中现金利润的税率为
15.5%；推行“属地制”征税原
则， 即未来美国企业的海外利
润将只需在利润产生的国家交
税，而无需向美国政府交税。为
鼓励企业长期投资， 企业所得
税税改内容是永久的。

美国商会总裁托马斯·多
诺霍当天发表声明说， 实施全
面直接的资本投资抵扣和属地
制征税原则， 这些措施将让美
国企业更具竞争力。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 维持
目前联邦个人所得税率7档不
变，但大部分税率有所下降，其

中最高税率从目前的39.6%降
至37%。此外，个人所得税标准
抵扣额将翻倍。 个人所得税变
动的有效期仅到2025年底。

华盛顿智库税务政策中心
研究显示，本次减税的大部分收
益都将由高收入家庭获得，有可
能进一步加剧美国贫富分化。

经济刺激效果或有限

目前， 主流经济学界普遍
认为减税对经济增长的提升作
用较为温和。 参众两院税收联
合委员会预测，未来十年内，减
税法案将平均每年推动经济增
速提高不到0.08个百分点。宾夕
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预测
显示，未来十年，减税将提高经
济增速0.06至0.12个百分点。

美联储主席耶伦近期也表
示， 美联储官员与大多数经济
学家对减税政策的分析一致，
认为减税可能会小幅提升未来
几年美国经济增长。

分析人士指出， 减税法案
非但不能实现对美国经济的强
刺激， 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联
邦政府的债务水平。 参众两院
税收联合委员会的初步预测显
示，未来十年，该法案将让美国
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增加1.46万
亿美元。 ■据新华社、央视

美税改法案被指“是给富人的福利”
法案经国会通过，将于明年起实施大规模减税 分析：全球税基争夺或将开启

针对跨国企业的税收改
革，这份法案除了推行“属地
制” 征税原则和对美国企业
海外利润一次性征税外，还
推出了税基侵蚀与反滥用
税， 即如果跨国企业与海外
分支机构或总部的交易降低
了这些企业在美国的纳税义
务， 美国政府将对此类交易
征税。 这种新税种将限制跨
国企业通过此类内部交易来

避税， 还将阻止他们将产业
或知识产权、 专利等无形资
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这一条款已经招致美国
贸易伙伴的反对。 日前，法
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
英国等欧洲五国财长联合致
信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称
美国减税法案的部分内容可
能违反目前双边税收协定和
世界贸易规则。

12月20日， 在美国华盛顿白宫， 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前）就国会通过税改法案发表讲话。 新华社 图

全球税基争夺或将开启

遗失声明
长沙雨花石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51 份，
发票代码 4300124620,号码：
00750411、00750436、00750438-
00750444、00750450、00750461、
00750537、00750603、00750656、
00750661、00750664、00750683、
00750684、00750686、00750690、
00750725、00750729、00750730、
00750735、00750737-00750745、
00750748、00750751、00750752、
00750754、00750756-00750758、
00750763、00750764、00750769
-00750771、00750807、00750809、
00750810、00750818、00750822、
0075085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华祥装饰设计工作室经
投资人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康华祥，电话 13387358799

◆何雯(父亲：何志海，母亲：刘
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D4301164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石桥镇深蓝网吧遗失嘉
禾县工商局 2013 年 8 月 23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102400000555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林鑫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戴林，电话 13307445551

◆刘智淇（父亲：刘斌 ，母亲：刘
丹）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210825，声明作废。

◆刘坤（父亲：刘国祥，母亲：何
海燕）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025762，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袁洪波遗失报到
证，编号 11710536021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万仁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遗失平江县税务局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0626
0726341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百盛机械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遗失平江县工商局 2013 年
7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62600001954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康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刘国治，电话 18975475561遗失声明

华容县众鑫毛巾厂遗失华容县
工商局 2009 年 5 月 2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623000003399，声明作废。

不动产权证遗失声明
文郝英因保管不善， 将醴房他
字第 9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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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郝英

注销公告
株洲县金成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经
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何海军，电话 13607421141

遗失声明
株洲市安卓电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遗失株洲市质监局核发的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57
656250-8；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副本和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2035765625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德芳园生态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遗失冷水江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4 年 5 月 9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13810000209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正安医疗器械营销中
心遗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3 年
11月 1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13810000186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九龙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0 年 4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
册号 4313810000102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钊旭切削工具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元分局 2014 年 8 月 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2110000155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加比力(湖南)营销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4300121620，发票号码:
004939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志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0 年 5 月 12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1
0300006124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赵银辉遗失 2012 年 8 月 25 日岳阳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楼分局
颁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6026003277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越来悦餐厅遗失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具发
票 1 张（代码 4300173320，号码
028611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绅士咖啡馆遗失长
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6
月 19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 430121600408
5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神斧集团向红机械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遗失《湖南省非
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编码
1760413102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星梦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单永平，电话 13097631033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申通快递有限
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代码 4300171320，号码
02458203，声明作废。

◆戴子瑄（父亲:戴先强,母亲:彭
洁)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7868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益高汽车有限公司（税号
43011155950575501） 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4300171320，号码 04287474，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水果部落水果店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
福分局 2015 年 11 月 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1
05600463505，声明作废。

◆苏琪淑（父亲：苏玉峰，母亲：
李莉）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0630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国强机械厂遗失湖南增
值税专用发票 1 份，代码 43001
52130，号码 006278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木禾室内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发票领购簿， 税号：
9143010235167877XP，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攸县彤景矿业经营部遗失增值
税专用发票 12 张，代码 430015
2130， 号码 02254309 -022543
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满弟酒楼遗失已
填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一份， 代码 4300172320，号
码 03381435，声明作废。

◆尹俊烁（父亲：尹凯强，母亲：
刁梅）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10548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稷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覃欣，电话 13607433608

遗失声明
上海徐体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湘
潭分公司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7 年 5 月 3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430300MA4LLY7
05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永宸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备案号：
43030000192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乐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6 年 4 月 27 日
颁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91430103MA4L42L
04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楼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黛玲 电话 13017188855。

湖南叮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第 1次股东会会议通知书
全体股东：本公司决定召集股
东于 2018 年 1 月 8 日上午 9:
30 在五八众创四楼会议室召
开股东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会议审议事项：（1）解散
湖南叮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清算组，确定清算组
成员。 会议联系人：刘杏枝
联系电话：15974133578
湖南叮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吴希贤

2017 年 12 月 19 日

◆胡庆遗失湘潭科林医院开
具的住院收据一张， 金额：
8510.66元，号码 0065157341，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城步民济医院(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证号:湘城民证字第 20
14005)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法人(肖孝平)私章及银行预留
印鉴卡，声明作废。

◆谈迎容(身份证号:43012419
8701044261)遗失中小学教师
二级证书，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开元铁路配件有限公司遗
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湖
分局 2011 年 3 月 9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3020000
09029,声明作废。

◆许明辉遗失电力电子技术专
业高级职称证书， 证件编号：
A08061000000007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未来商业有限公司（税
号 43010205387895X） 遗失
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4 张（发票联、记账联），发票
代码 4300121620，发票号码
00655346，00655347,006553
50,006553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求实人力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不慎将株洲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天元分局 2014 年 11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
遗失，注册号 43021100001760
2；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 320662951；声明作废。

◆李俐持有的湖南省文化厅
开具的《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
缴款书》一份（6 联）不慎遗失，
字轨号：湘财通字（2017），号
码：1889912471，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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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加萍遗失会计从业证，证
号 350321199608085268，声明作废。

◆孙继军遗失执业药师注册证，
证号 441310010507，声明作废。

◆周诗宛（父亲：周羽，母亲：
兰蔺）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139840，声明作废。

◆刘冬旭（父亲：刘栋梁，母亲：
石望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69414，声明作废。

◆周友遗失湘潭碧桂园幸福里
18 栋三单元 301 号购房发票，
发票号 40024071，声明作废。

◆胡智灵遗失湖南省二级建
造师公路专业考试合格证，证
书编号 00702023，声明作废。

◆被保险人：甘雅芳遗
失车牌号：湘 A L369M
保险单号：ACHSUB1Y
147X019314U/ACHSU
B1CTP17X020067U，
声明作废。

◆王昊凌（父亲：王涛，母亲：兰
毛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2365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上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建，电话 18711168988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吉祥电器遗失
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定
分局 2015 年 3月 12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080
260001602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炎陵县平乐楠竹种植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邓运成 13789069388

遗失声明
湖南达升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湘
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6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 册 号 430300000081899； 遗
失国、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 4303043977325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网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发票领购簿，税号：91430102
MA4L5N1T78，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