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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自2016年1月1
日起，取消市区出租汽车营业权有偿使用费。

宁波出租车改革打破垄断

出租车营运权将无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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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近远品牌设计：VI标志包装

画册台历挂历 13598837225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 68697669
培训招生

●考电工焊工登高证66662829
●2016成人专本科15324811649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聘

●聘中西执业医师13803840167

●●郑州某中专聘招生老师
代 理 侯 老 师 15538072201

求职
●高会计求兼职 15093083067

家教
●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抵押贷款

●贷款56777787手续简便欠款
房再贷新老房车银行息额高

●身份证房车贷款快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认证咨询

资质快办86180256
工商咨询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快办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各类资质专办13613868402
●医疗器械资质专办60583056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办理各种资质15517559996
●免费快办公司 63702222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 代 理 记 帐 1359268466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 疗 器 械 13937154075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

修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资质快办咨询
建筑●水利●电力 86099688
市政●公路●通信 86099988
机电●消防●照明 86099088
钢构●防水●环保 86099288
输变电●装修装饰 63863366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 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记者 魏浩

本报讯 对河南创业者来说，昨
天绝对是个大日子。随着创新创业
（郑州）联盟三年行动计划发布会和
河南众创联盟启动仪式同时举行，一
揽子促创政策也打包推出，河南创投
机构吹响了集结号。本报也是创新
创业（郑州）联盟的成员。

昨日上午，在河南省国家大学科
技园（东区），创新创业（郑州）联盟第
二次全体会员大会上，来自郑州各相
关单位的负责人以及60多家联盟成
员代表一起见证联盟与郑州银行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并探讨联盟今后三年
的行动计划。郑州市科技局局长文广
轩称，在清华大学“2015中国城市创
新创业环境评价研究报告”中，郑州市
在全国统计的100个地级以上城市中
首次进入前十，超越青岛，位居第9
位。金鹏投资董事长、联盟秘书长赵
长升说，根据大家讨论的三年行动计
划，该联盟将以CCF创新创业大赛中
部赛区载体为基础，计划每年举办一
期“中原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不仅如
此，还要筹备郑州创新创业学院，打造
中部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创业学院。

而在省会另一侧的郑东新区电
子商务大厦，当天上午，来自省内的
投融资机构、孵化器、众创空间等机
构齐聚一堂，举行河南众创联盟启动
仪式。团省委创业服务负责人称，该
联盟将集中各孵化器联合项目进行
路演，资本集中选择联合投资孵化，
培养一批优质项目迅速成长。河南
众创联盟发起人之一、河南华夏海纳
创业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明说，成
立众创联盟的愿景就是通过大家共
同努力，形成海纳百川的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良好生态环境，给河南的
创业者们提供一个支点和平台。

举办中原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打造郑州创新创业学院

河南创投圈
2016年将有
大动作

万科在和宝能之争中的
困局，或许将由万科收购而破
局。昨天早晨，万科发布公
告，称已与一名潜在交易对手
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将购买对
方持有的目标资产。

万科公告称，公司已于12

月25日就有关可能交易与一
名潜在交易对手签署了一份
合作意向书。意向书旨在列
出双方就拟议交易原则上的
初步意向,具体为潜在卖方将
持有的目标公司权益出售给
万科，而万科拟以新发行股份

方式 (A股或H股)及现金支
付方式,收购潜在卖方持有的
目标资产。最终交易对价、交
易结构等将基于尽职调查和
估值结果，由双方协商决定。

公告还表示，因为公司目
前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较为

复杂，万科除与这位潜在卖方
继续谈判之外，还在与其他潜
在对手方进行谈判和协商。
鉴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Y 据北京晚报

宝能大战万科，剧情在继续

近日处于宝万之争舆论
风口浪尖的宝能集团负责人
12月27日终于打破缄默首次
开腔表示：“信守约定、控制杠
杆率、稳健经营、确保风险可
控和资金安全是宝能集团的
一贯经营原则。23年来，宝能
集团的信用记录良好，从未过

度使用杠杆融资。”
该负责人表示，宝能集团

今后将定期、依据法律和事实
在适当的场合公布有关信息，
满足公众和媒体的知情权和
需求。该负责人强调：“宝能
集团注意到，网络上的大部分
文章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进

行了评述。但是也有一些人
在撰写文章的过程中包含了
未经证实的信息，对宝能集团
正常市场交易行为进行了过
度解读。个别文章内容严重
错误、完全不负责任，甚至包
含捏造事实和恶意攻击，伤害
了宝能集团及相关无辜机构

和人士。”
该负责人续称：“宝能集

团和相关企业将自觉维护网
络环境，坚持依法合规发布相
关信息。宝能集团感谢广大
公众的关注，相信公众和舆论
有充分的辨别能力。”Y

据羊城晚报

对抗宝能,万科拟发起收购

宝能：高杠杆？从来没用过

宁波在市场上投放出租
车不再由主管部门“拍脑袋”
决定，而是根据第三方机构监
测，定期发布行业景气指数、
市场供求情况等由市场进行
调节，允许符合条件的社会力
量从事出租汽车和网络约车

经营。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
管理局副局长曹明表示，宁波
市将尽快完善传统出租车运
价机制，把政府定价改为政府
指导价格，先行放开无障碍出
租汽车、电召预约出租车等满
足个性化需求的价格，允许企

业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政府
最高限价以内进行浮动；逐步
推进运价市场化改革。

曹明说，宁波决定对出租
车营运权实行有期限使用，最
长不超过8年且不得非法转
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引导

传统出租车经营者通过兼并
重组、入股等方式，形成若干
家规模化、集团化企业，激发
企业在安全、服务质量等方面
展开竞争，优胜劣汰，建立严
格规范的营运权退出机制。
Y 据中青报

2013年前后，宁波市同
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出租车市
场过高的运营成本引起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关人士
透露，该市公司之间对出租车
营运牌照（含车）的转让费达
到65万元/辆，个体之间出租
车及牌照转让价格达到82万

元/辆。
网络约车服务的出现打

破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垄断
格局。据统计，宁波市6城区
共有出租车4627辆，34家出
租车公司；在各个约车平台注
册登记的车辆有3万多辆，活
跃从事服务的汽车达五六千

辆。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
宁波市出租车及牌照转让费
下降到23万元/辆，且还在进
一步下降。

宁波市此次对出租车行
业改革的重要取向是打破计
划经济时代的管控思路，明确
市场化改革方向。市政府将

从明年1月1日起，停止收取
市区出租汽车营运权每年每
车1万元的有偿使用费，原一
次性缴纳营运权有偿使用费
且使用期限未满的，按照剩余
时间折算出相应的余额予以
退还。

后天起，停收有偿使用费

有期限使用，最长不超过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