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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消费者都希望汽
车能够降价，此次降税后汽
车价格能否下降？

这位负责人说，汽车价
格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进
口关税只是其中的因素之
一。从汽车售价看，厂商确定
的市场指导价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汽车的最终售价，关
税与厂商市场指导价之间有
一定联系， 降低关税是降价
的因素， 但汽车是否降价以
及降幅多少都是市场行为。

受降低关税影响，汽车
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将相应降低。

降税后汽车价格能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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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根据 2018 年 5 月 18 日资兴尚
铂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股东会
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88 万元减到 150 万元，现予以
公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许红菊 15869821388

声 明
我公司已解除与陈小锋(4305
031982****2513)的劳动关系，
陈小锋无权代表我司从业任何
商业或其他法律行为，其一切
均属于其个人行为，与我司无
关。 特此声明。
声明人:长沙笑工场青年相声
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5 月 22 日

◆江妮璇子（父亲：江攸勇，母亲：
谢玉萍）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C43000490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岳阳县吉泰农机专业合作社决
定解散合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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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宁 电话:13487788736

遗失声明
常德市天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广汽本田雅阁车辆合
格证一张,车架号:LHGCV1
654K8001024,合格证号:WDL0
21822025600,发动机号:L15
BN1201207,声明作废。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吉
韵芝遗失三方协议 （编号
YJSS150100001），声明作废。注销公告

株洲梦想装饰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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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子清，电话 13874139388

◆谢乐莹（父亲：谢玉平，母亲：罗
瑛）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141998，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湖南元祖食品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1 份，发票
代码：4300174130，发票号码：
00389496，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江华瑶族自治县腾辉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遗失开户许可证，开
户银行：湖南江华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核准号:J56
57000165901, 账 号 ：91082330
0116218210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世航酒业有限公司不慎将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
局 2012 年 5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号
430103000037167；遗失地
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
0103680324067； 遗 失 组 织 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680324
067；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沃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三和营业部遗失由湘潭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 2014 年 6 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3010000181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宜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
30104MA4PENBB6Q）遗失单
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伟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91
430105MA4LHW257U)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3 份（发票
联）,代码 4300172320,号码 1256
0096-1256009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龙城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
30112MA4LHP207N）遗失单位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禅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7 年 4 月 2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0112MA4LLJC
73D；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10040551201，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的机
构信用代码证，代码号 G10430
1120405512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爱顿餐饮店遗失已
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
六份， 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
发票号码 11190145 -1119015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冠丹服饰店遗
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卷票）1 份， 发票代码
043001700107， 发 票 号 码
0008455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艺美佳装饰材料经营部
不慎遗失 2015 年 5 月 22 日经冷
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一个， 注册号为：
431381600135224，特此声明作废。

◆梁芸熙（父亲：梁巨康，母亲：梁
丽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231958，声明作废。

◆曾志祥（父亲：曾武，母亲：刘
仁娇） 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
号：L43014565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映象潇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59
3253598U 财务专用章，遗失作废。

◆李巧勇在 2018 年 5 月 21
日不慎遗失律师证，执业证
号:14310200410747257，流水
号:106019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椿城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于 2016 年 7 月 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30121MA4L5A9U0T，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雄振建材贸易有
限公司（税号 91430122MA4
LATXT4G）遗失已作废湖南增
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号码 28015963，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新田县山田种养专业合作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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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后松，电话：13574615777

遗失声明
新宁锦鹏汽车服务中心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 1 份，发票代码:
4300172320， 发票号码 :2623
9027，声明作废。

经我局核准同意，拟设置该医疗
机构，现予以公示：
名称：长沙天心易潇口腔诊所
类别：口腔诊所
机构性质：营利性
床位（牙椅）：3 张牙椅
执业地点：长沙市天心区黄土岭
路 188号南湖花园荣悦台 B座 1 楼
诊疗科目：口腔科
该医疗机构设置批准前向社会
进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公示，依
法接受监督。
受理部门：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
受理电话：0731-85899205、
0731-85899216
长沙市天心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前公示

遗失声明
湖南福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汤红兵位于开福区福
晟世家小区 19 栋 1901室物业专
项维修资金交存证明红色有关
单位留存联，业务宗号 :20180
5211391，税收缴款书（税务收
现专用）收据第四联，凭证号
为:002714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范月新食品店遗失宁乡县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1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124
MA4LADFGX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康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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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美霞，电话 13450277308

遗失声明
湖南亚华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税 号 914300007121041239）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空白
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174
320，发票号码 18296938，声明作废。

◆郭紫轩（父亲：郭跃林，母亲：周
丹）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47326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宏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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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敏乾，电话 13922812438

注销公告
长沙艺典长鸣艺术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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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弘毅，电话 15200851988

遗失声明
株洲红星新安居实业有限公司
遗失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6 年 5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200567664641R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锐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增殖税专用发票一份，票
号 01103287，代码 4300162160，
金额 35659,声明作废。

◆曾芳婷遗失湖南科技大学商学
院颁发的本科结业证，证件编号：
105341201605003103，声明作废。

撤销注销公告
湖南新华慈济塔风电开发有限
公司撤销清算组，将继续经营。
特此登报声明！ 湖南新华慈济塔
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三湘都市报刊登的注
销公告作废。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禾谷源小吃店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6 年 7 月 1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 43010260070323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润霖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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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水 18973323377

注销公告
湖南驴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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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香，电话:18807427260

注销公告
湖南三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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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永成 电话:13003628888

注销公告
长沙扬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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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鹏 电话:13117311817

◆湖南工业大学谢钰莹遗失报到证，
证号：201611535300122，声明作废。

◆文赞峰遗失维修电工证（高级），
证号 17180310133001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集里龙金凤楼私房菜馆
遗失浏阳市国家税务局 2016 年
12 月 6 日核发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 43018119771214001601，
声明作废。

◆滕可欣（父亲：滕鑫，母亲：滕
盈）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172572，声明作废。

◆曾彬（父亲：曾永红，母亲：沈会
兰）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177204，声明作废。

◆谭棕交强险保单 QBAS170022
1138 遗失，声明作废。

提示：请慎重使用资讯类信息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周润之（父亲：周文杰，母亲：商
辉）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381036，声明作废。

◆陈代加 432326197507165714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欧阳鑫崎（父亲: 欧金成，母
亲:何喜辉）出生医学证明遗失，
编号 L430147990，声明作废。

◆李越悦（父亲：李国盛，母亲：
李文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P431081682，声明作废。

◆费琳雯（父亲：费红林，母亲：曾
江承）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836897，声明作废。

◆李晟彤（父亲:李明 ,母亲:刘
霞)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K4311216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兰丁医学高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凭证，备案号 :湘长食药监械
经营备 20150289 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普润特信息服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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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新强，电话 13517442871

《华尔街日报》5月21
日报道， 中美两国就解决
中兴通讯公司问题的大致
路径达成一致。

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
话称， 相关细节还在敲定
中，一旦达成协议，特朗普
政府将解除对中兴向美国
企业采购产品的禁令。

知情人士还称， 美方

解除禁令尚需通过国家安
全审核。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当天接受消费者新闻与商
业频道（CNBC） 采访时也
说，美方对中兴采取的措施
并不是要“把该公司赶出这
个行业”。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可能于
下周前往中国。■据新华社

美媒称中美已就解决中兴问题达成一致
美国有望取消中兴采购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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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法国巴黎塞纳河上拍摄的一艘“水翼飞船”。
SeaBubbles公司推出一种全新的交通工具———“水翼飞
船”，船体大小类似小轿车，采用电池驱动，通过将船体提
升至水面，实现更低的阻力和更高的速度。 新华社 图

“水翼飞船”

汽车整车进口关税最高降幅将达40%
7月1日起实施，旨在满足消费升级需求 业内：汽车是否降价、降多少是市场行为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5月22日印发公告， 经国
务院批准，自2018年7月1日
起，将税率分别为25%、20%
的汽车整车关税降至15%，
降 税 幅 度 分 别 为 40% 、
25%； 将税率分别为8%、
10%、15%、20%、25%的汽
车零部件关税降至6%，平
均降税幅度46%。

我国缘何主动大力度
下调汽车进口关税？哪些车
型将受益？将给消费者带来
多大实惠？针对社会关切的
热点问题，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回答了记者提问。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
“降税后， 我国汽车进口关
税税率介于 3%至 15%之
间，已比同处于发展中的国

家平均水平低。” 这位负责
人说， 以9座及以下小型客
车横向比较看，我国关税税
率为15%， 欧盟为9.8%、韩
国为8%、印度为60%、巴西
为35%。

“主动扩大进口是习近平
总书记宣布的中国进一步扩
大开放的重大措施之一。”国务
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说，主动相当幅度降
低汽车进口关税，有利于扩大
进口，推动汽车产业在更加
开放的条件下实现高质量
发展。此次主动下调汽车进
口关税，也是汽车产业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转型
升级的需要。

这位负责人表示，此次
主动下调汽车进口关税，也
旨在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

■据新华社

这是 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上的重要标
志———

小岗“包干到户”、深圳“先行探路”、海南“最
大特区”、浦东“开发开放”、雄安“未来之城”……
这些地标串联在一起， 勾勒出中国40年改革开
放从农村开始，向城市推进，从沿海到内地，从
经济到各领域不断深化的坚实足印， 展示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40年后再出发，中国改革开放又到了新的
历史关头。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新时代中国坚定深
化改革开放的最强音。

5月28日，一场主题为“新时代的中国：雄
安 探索人类发展的未来之城” 的全球推介活
动将要举行。世界，将通过观察雄安这个改革
新地标，触摸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

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改革地标
连通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 ■据新华社

从改革地标
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