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发展改革委29日发布消
息说， 要通过开展定价成本监审或
成本调查，剥离门票“额外负担”等措
施，在“十一”黄金周前，切实降低一批
重点国有景区偏高的门票价格。

国家发改委当天发布《关于完
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降
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
见》。意见明确，以利用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公园等公共资
源建设，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为5A
级，且现行价格水平较高的国有景区
为重点，降低偏高门票价格，并积极推
动4A级及以下国有景区降价。

意见提出， 各地区不得避重就
轻、流于形式、敷衍搪塞；不得明降
暗升，在降低门票价格同时，提高景
区内交通运输等其他游览服务价
格，变相增加游客负担。■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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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三厨家小宴餐馆
遗失长沙市工商局天心分局 20
18 年 4 月 28 日核发 92430103M
A4PJ3JJ5Q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长沙理工大学马建宇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1105362027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戴冠华遗失中梁首府购房诚意
金收款收据，票据号 0004888，
金额：18000 元，特此登报声明。

注销公告
湖南省欧瑞杰能源开发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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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能，电话 13973989789

遗失声明
岳阳县求索广告传媒遗失岳阳
县工商局 2017 年 1 月 17 日核发
92430621MA4LAYDK7W的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耒阳市起点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代码：91430481MA4LY3
P49R)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万达总部国际写字楼 C 区将
于 2018 年 7 月 14 日-2018 年
7 月 24 日召开第二次业主大
会，由全体业主投票表决选聘
本小区新的物业服务企业及
其他事项。 相关内容请加入万
达 C 区业主微信公众平台
（kfwanda）内直接查看。（业委
会有权根据实际进展调整大
会日期）特此公告！
长沙市开福区万达总部国际
写字楼 C 区业主委员会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

万达总部国际写字楼 C 区召开

业主大会公告

遗失声明
岳阳军荣机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000279230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岳阳楼区陌城网络生活
馆（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决
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60 日内向本企业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胡雨
舟，电话：18607311740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漂亮妈咪月
子服务中心遗失张家界市工商
局武陵源分局 2017 年 11 月 7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8116000537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千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湘阴江东路连锁店遗失湘阴县
工商局 2012 年 6月 26日核发
的注册号 430624000005158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红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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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吉华，电话 13574988558

注销公告
资兴市林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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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财，电话 18873513167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乡城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经投资人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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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香明 13574926878

遗失声明
岳阳县欧泉美容美发会所遗失
岳阳县工商局 2017 年 6 月 9 日
核发 92430621MA4LR40A3
M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天朗建材装饰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
抵扣联）6份，代码 4400174130，
号码 36796990-36796993、3679
6995、36796996，声明作废。

◆郭军凯遗失探界者车辆发票，
合格证各一份，发票代码 143
001720660，发票号码 013321
16，合格证编号WAE28218038
1015，车架号码 LSGXC8356JV
2392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键特水处理设
备经营部不慎遗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08
年 7 月 17 日核发的注册号为
430104600038913 的工商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键特水处理设
备商店不慎遗失由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 2008
年 11 月 27 日核发的税号为
432424197401064213 的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 另遗失由长沙
市岳麓区地税三分局 2008 年
11 月 27 日核发的税号为
432424197401064213 的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鹏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长沙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430121MA4L6RCA87 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潇乐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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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肖宝乐 电话:18163739693

遗失声明
湖南湘潭经开区纽日客宾馆遗
失湘潭九华工商所 2017年 6 月
2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300MA
4LU2LD3B，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派(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长沙第一分公司遗失已作
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份，发票代码 4300174320，发
票号码 192556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嘉致和建材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3977
35012J）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六联电气设备销售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01115617139400）遗 失 公 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浅水湾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 2 份，发票代码：4300172
320，发票号码为：27864257；
发票代码 4300174320，发票号
码为：126540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孔令利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0 年 6月 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2564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汝飞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2
年 9 月 11 日核发注册号 4303826
00029923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株洲市金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将注册
资本从 150 万元减至 120 万元，
本次减资 30 万元。 债权人自本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联系人：文炳 13617332381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岳中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解散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曹岳敏，电话 18873029888

◆胡锐遗失户口迁移证，证号:
000197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市鼎城区亚军美术装饰中
心遗失公章一枚，开户行：中
国银行常德市桥南支行，账号
600257355060,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俊遗失麻阳国税局和地税局
核发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
122619830217213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嘉鸿彩印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4 份,代码:
4300164130,号码: 01081996-
010819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指尖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遗失
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27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为 91430300MA4L72BH61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前元新材料有限公司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废票 11 份，代
码 4300163320，票号 00995152、
15994522、15994537、15994560、
15994565、15994566、15994579、
15994582、15994588、15994589、
15994593，声明作废。

◆温沅锦（父亲：温庆圣，母亲：
黄运祝）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D430011008，声明作废。

◆罗子晋 (父亲：罗泉，母
亲：黄丹)出生证遗失，编号
P430209327 ，声明作废。

◆罗子童 (父亲：罗泉， 母
亲：黄丹)出生证遗失，编号
P43020932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县南阳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株洲县工商局 2009 年 12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 4302210000083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常德市鼎城区蒿子港镇王翔联
通代理商遗失常德市鼎城区工
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3 月 19
日颁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703600351990，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衡阳市湘卫装饰设计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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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卫，电话：15873462622

清算公告
湖南顺轩贸易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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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辉，电话：15073432852

清算公告
衡阳市金山实业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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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正强，电话：13786491588

清算公告
衡阳荣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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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向荣，电话：13607345006

遗失声明
株洲市荷塘区广缘服装厂遗失
株洲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荷塘分
局 2014 年 7 月 28 日核发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02026001
551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张家界名爵惠誉商务信息咨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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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小俊，电话 13677338792

注销公告
岳阳鼎辉酒业有限公司经公司
会议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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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联系人：陈志 15367049999

遗失声明
湖南中基投资有限公司遗失株
洲市荷塘区国家税务局核发的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
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202580937763，声明作废。

◆张香华遗失由湖南省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核发的医师资
格证号为 201343210430302198
011291102 的助理医师资格证书；
另遗失由耒阳市卫生局核发的
医师执业证号为 210430481000
884 的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前名为长沙国本文化用品有限
责任公司，现名为长沙增锦裕建
材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105MA4LFAMP7Q)，
前长沙国本文化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公章 、法人章 (张本
国)、财务专用章各一枚，特此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蓝袋鼠翻译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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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毅志，电话 18620531586

遗失声明
中英人寿湖南分公司兹有以下
银保通空白保单：HN0055506-
HN0055520、HN0055524、HN00
55530、HN0055535-HN0055538、
HN0055546、HN0055586、HN00
55596、HN0055234-HN0055260、
HN0055276-HN0055300、HN00
55201-HN0055205、HN0055208
-HN0055219、HN0055221-HN0
055233，声明作废。

◆湖南农业大学裴鑫遗失报到证
编号 201710537200396，声明作废。

◆刘宇昊（父亲：刘云峰，母亲：刘
艳红）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954693，声明作废。
◆李嘉慧（父亲：李山彪，母亲：谭
凯）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421012，声明作废。

◆莫娅丽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30523199910044380，声明作废。
◆中南大学李林峰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810533103882，声明作废。
◆倪民泽(父亲：倪志刚，母亲：欧
志霞)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766515，声明作废。
◆罗昕玥(父亲：周安，母亲：罗应
宏)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R430609099，声明作废。
◆喻璇(父亲：喻燕青，母亲：隆跃
香)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1140204，声明作废。

◆李静辉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90301094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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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修正案（草案）》6月29日在
中国人大网首次公布，开始为
期一个月的向全社会征求意
见。

这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法
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修
正，从草案披露内容看，此次
修法涉及范围广、 力度大，从
多个方面回应百姓关切。

综合所得减除费用
提至每年6万元

与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采
用分类征税方式不同，草案结
合当前征管能力和配套条件
等实际情况，将工资、薪金所
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4项劳动
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
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居民
个人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
人所得税，非居民个人按月或
按次分项计算个人所得税。

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
工资、薪金所得的基本减除费
用标准为3500元/月， 劳务报
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 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元的， 减除费用800元；

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
用。草案将上述综合所得的基
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每年6
万元，即5000元/月。

优化调整税率结构
扩大税率级距

草案规定， 综合所得，适
用3%至45%的超额累进税率。
但从草案后附的税率表可以
看出，原先按月计算的应纳税
所得额调整为按年计算，并优
化调整部分税率的级距，扩大
3%、10%、20%三档较低税率
的级距， 相应缩小25%税率的
级距，30%、35%、45%这三档
较高税率的级距保持不变。

具体为：全年应纳税所得
额不超过36000元的部分，税
率为 3% ； 超过 36000元 至
144000元的部分 ， 税率为
10% ； 超 过 144000 元 至
300000元的部分 ， 税率为
20% ； 超 过 300000 元 至
420000元的部分 ， 税率为
25% ； 超 过 420000 元 至
660000元的部分 ， 税率为
30% ； 超 过 660000 元 至
960000元的部分 ， 税率为
35%； 超过960000元的部分，
税率为45%。

草案对个体工商户也有

利好。 在经营所得税率方面，
以现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
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
包经营、 承租经营所得税率
为基础， 保持5%至35%的5
级税率不变， 适当调整各档
税率级距， 其中最高档35%
税率的级距下限从10万元提
高至50万元。

首设专项附加扣除

草案第六条明确，居民个
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
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
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
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
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专项
扣除包括居民个人按照国家
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缴纳的基
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等；专项附加扣除包
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
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
金等支出。

考虑到专项附加扣除的
具体范围、 标准等比较复杂，
难以在法律中直接规定，草案
规定，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
围、标准和实施步骤，由国务
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会商有
关部门确定。 ■据新华社

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

新版“税率表”公布，看看你月省多少钱

好消息！一批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要降低

（注：月应纳税所得额为税前平均月薪扣除五险一金，“省多少钱”未考虑新
增的专项扣除）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