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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大河报营销服务中心
服务热线18595905785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信息窗口

●学历证资格证咨询66565839

转让

●低转位佳早餐店18538716681

寻亲公告

●烈士后代寻亲：爷爷赵元清，

1920年人，解放前老许昌专区

人，具体地址不详，一哥两妹，

妹妹赵月(凤)仙,赵月(凤)娥，

知情人联系15993203669

公告

● 公 告

怡通·蓝堡佳苑 3#、4#、5#、
6#楼暂定为 2022年 6月 30日
交房，特此公告，如有异议，

请致电：15617203177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河南省巨艺上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本委受理(2021)郑仲案

字第0642号申请人刘建军与

你方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郑仲裁字第0642号
裁决。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

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公告:李俊锋,朱钦,黄鹏,王旗,
常宏力,蒋冬,马会军,朱政佑,
李海永,罗麒麟,邹继岭,邵文

博,赵浩浩,侯宝宾,王章伟,王
洪民；现通知以上人员于 20
21年 12月 29日之前前来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来者，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

理。特此公告。永煤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20日

●郑州金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85
3493713307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本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
通知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声明

●长葛市金贝尔食品有限公司
遗失食品生产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SC12441108200394,
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泰同副食品商
店(注册号410104600525359)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铁北文胜商店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10191600007559,声明作废。
●新乡医学院护理学专业2005
年毕业生段惠娟，身份证号：
41070319780509352X遗失毕
业证原件，证件号为1047252
00506000850，声明作废。

●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畅享餐饮服务店(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410100MA47RYD46D)
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王国斌，不慎遗失与洛阳慧创

园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2021
年2月2日签订的中德科技园

一期项目11-101户认购协议

书，特此声明作废。

●许昌魏都顶点美发店(注册

号411002604143684)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本人闫永利(身份证号:410103
199602120088),不慎遗失荥阳

市宛建汉飞置业有限公司开

具的首付款和按揭款收据,票
据号10983915、10983996,金额

145320元、337000元,声明作废。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本人承担。

● 遗失声明

本人在登封市嵩山公墓有墓

地一处-5区4台9排16号(赵
长海之墓),不慎丢失原订墓

单、交款收据、墓地证、声明原

手续作废。

证明人:赵长海之(子)赵五昌

●新乡市卫滨区占旗烟酒百货

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JY14107030014721,声明作废。

●新乡市卫滨区解三名烟名酒

商行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JY
14107030014713,遗失作废。

●本人宋朝磊，身份证号为4101
82198612136535购买禹洲嘉誉

风华1楼1单元603室收据丢失，

收据编号为XY0000329,ZXY000
0455,ZXY0000456，金额共计643
26元，大写：陆万肆仟叁佰贰拾陆

元。因收据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I410070072,姓名汪煜

珩,出生日期2008年1月13日的

《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顺河区双赞民用建材商店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编号为:P411430841姓名：

李紫奇，出生日期 2015年
09月 04日 10点 40分的《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义马市泰山乐送购物广场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411281MA4
30F5BX2声明作废。

●河南锦程汽车旅游服务有限

公司河南省道路非定线旅游
客运区域经营许可证明豫A0
033L(豫旅游客运许字 0020
029号)豫A5773U(豫旅游客

运许字 0020379号)遗失作废。

● 通 知
尚尚KTV因系统升级本店 20
13—2020年 12月 31日的会员
卡请于 2022年 6月份消费完

毕，特此通知。

地址:兴鹤大街与淇滨大道交
叉口裕隆购物中心A馆 5楼尚
尚KTV.联系电话:0392-2279999
●徐蒙恩遗失新乡职业技术学

院第三方协议书,学号 201944
86 ，声明作废。

●佘冠斌河南师范大学物联网
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及学
位证书损坏,证书编号分别为

104761202005003381、10476
42020003381特此声明证书作废。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近
日，浙江省杭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查
明，网络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在
2019年至2020年期间，通过隐匿
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
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6.43亿
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依法对

黄薇作出税务行政处理处罚决定，
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
计13.41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坚决支持杭州
市税务部门依法严肃处理黄薇偷
逃税案件。同时，要求各级税务机
关对各种偷逃税行为，坚持依法严

查严处，坚决维护国家税法权威，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求认真落实
好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持续优化税
费服务，促进新经济新业态在发展
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查处黄薇偷逃税案件再次敲响警钟
直播行业规范发展仍需多部门协同发力

12月20日，税务部门公布了对网络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偷逃税的处理结果。黄薇通过隐匿个人收入、虚
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偷逃税款，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财税、法律界专家学者认为，税务部门作出的处理处罚决定体现了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再次警示网络主
播从业人员，网络直播非“法外之地”，要自觉依法纳税，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对黄薇处理处罚体现税法刚性和执法温度相统一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
认为，本案中，税务部门对当事人
不同的偷逃税手段处以不同倍数
罚款，既体现了依法查处的法律权
威，又充分考虑了当事人主动减轻
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节，反映税
务部门宽严相济，坚持执法力度和
温度相统一。

多名专家表示，随着税收监管
力度的不断加大和税收大数据威
力的日益显现，任何心存侥幸、铤
而走险的偷逃税行为，都将被依法
严惩。

“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
义务，网络主播应该珍惜机会，积
极自查整改，自觉补缴税款和滞纳

金。”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
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表示。

“国家支持新经济新业态发展
不应成为新业态从业人员逃避纳税
义务的护身符。”汤继强说，网络直
播行业不是“法外之地”，不只是头
部主播，每个取得收入、符合纳税标
准的网络主播都应自觉依法纳税。

网络直播行业应加强规范和自律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
授杨燕英表示，网络主播等新兴职
业人员在享受新业态快速发展带来
红利的同时，应自觉承担起相应的
社会责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近年来，网红经济快速发展，
当前的业务形式、盈利模式，让网红
主播快速‘蹿红’，并毫无障碍地将

‘流量变现’，不少青少年甚至认为
‘读书不如当网红’，幻想‘一夜爆
红’，而不再相信脚踏实地的努力，
严重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中国社
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张斌表示。

“要对网络平台、经纪公司、网
络主播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建立行
业‘黑名单’制度，对存在偷逃税等

违法失德行为的网络主播采取行业
抵制或限制惩戒手段。”中央财经大
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提出，

“本案中，根据税法规定，涉案当事
人如果能在规定期限内缴清相应的
税款、滞纳金及罚款，不会被追究刑
事责任，但应受到行业相应处罚约
束，不能‘船过水无痕’。”

规范行业管理需凝聚多方合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
员许生表示，多元化平台、多群
体入场给网络直播带来了更多
可能性，但也增加了监管的难
度。网络主播网上从业，无实际
经营地址、流动性强，一定程度
上存在各地监管责任不清晰的
难题，需要各部门各方面协同发
力，共同促进直播行业健康长远
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
心主任施正文建议，可通过立法
或制定行政法规等方式，进一步
明确直播带货过程中不同主体、
不同行为的法律属性和责任义
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监管
依据，也为经营者划定法律红线。

规范直播行业发展，各相关
部门正在联合发力。未来，仍需
聚焦完善制度，着力构建跨部
门、多领域的长效监管机制，加
大联合惩戒力度，形成齐抓共管
的工作格局，在更深层次更高水
平上促进行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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