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

A07
2021年11月18日 星期四

统筹 郭宁 责编 谢鹏 美编 首席编辑 杨芳芳 校对 王海玲
城市生活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公告
一拖（洛阳）标准零件有限公

司经法院裁定强制清算，请债权
人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前向清算组
申报债权。王律师，联系方式：
18638582317。
一拖（洛阳）标准零件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11月18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濮阳市亿丰万亩荷花有限公司、仝
道敬：

根据你方与濮阳市华隆建设工
程（集团）豪晟有限公司在2021年6
月 11日签订的陈庄镇红莲韵休闲
度假旅游接待中心楼桩基工程款还
款协议确定：你方尚欠濮阳市华隆
建设工程（集团）豪晟有限公司工程
款 41万元及利息（利息自 2018年
11月7日起按月息1.5分计算至付
清之日）。2021年7月5日，濮阳市
华隆建设工程（集团）豪晟有限公司
将上述对你方的债权转让给了史广
波，现向你发出债权转让公告，请你
方立即向史广波履行偿还义务。

特此公告
史广波

2021年11月18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1年 12月 2日 10时起至2021年 12月 3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
东新区地润路16号3号楼2单元1层19号（不动
产权证号：1101127330-1、1101127330-2）、郑东
新区地润路16号3号楼2单元1层20号（不动产
权证号1101127329-1、1101127329-2）房产两套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
bao.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
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
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
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16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1年 12月 7日 10时起至2021年 12月 8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
市中原区中原西路 131 号 48 号楼 11 层 1102 号
（郑房权证字第1201255701号）的房产一套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
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
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
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16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将

于2021年 12月 7日 10时起至2021年 12月 8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郑州
市中原区中原西路131号44号楼东1单元7层13
号（郑房权证字第1001040959号）的房产一套进
行公开拍卖活动，详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
com/0371/13（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
区”）。同时公告通知案件当事人、优先权人按时
参加拍卖活动，拍卖标的的相关权利人及时向法
院主张权利，逾期主张视为放弃权利。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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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人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

11 月 19 日 9时至 2021 年 11 月 20 日
9 时在我公司拍卖网（www.huizhon
gpm.com）对一台树木粉碎机进行公
开拍卖，拍品型号：宏鑫 BC1000，出
厂日期：2021 年 9 月。详情请访问
www.huizhongpm.com，联 系 电 话 ：
19939990329。

河南汇中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8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2月 20日 10时起至 2021 年 12
月2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
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
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户
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对郑州市中
原区文化宫路29号院29号楼5单元1层
1号房屋一套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 12

月 20日 10 时至 2021年 12月 21日 10 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河南森源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740万股股票（股票代码：002358，无限售流通
股）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
址：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
w.3064813.0.0.WmDlVt&user_id=1991614219，户
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将于2021年 12月 8日 10时起至
2021年12月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车牌号为豫
A51VV7汽车一辆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
情请见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13
（部分页面上法院简称为“开发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17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

年12月20日10时起至2021年12月21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
民法院）对郑州市二七区碧云路118号3号楼
2单元5层东1户、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祥安
路61号康桥溪棠907号楼2单元702房屋两
套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2021

年12月5日10时起至2021年12月6日10时
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
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
院）对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仓城路北侧、新烟
路东侧鑫源花园临街2号楼9单元302房屋
一套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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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1年

12月20日10时至2021年12月21日10时止
（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位于河南省郑
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山路72号 3层（不动产
权证号：1201150568号)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4
813.0.0.WmDlVt&user_id=1991614219，户名：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湖南睿思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湖南睿思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鹤壁黎源电工有限公司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湖南睿思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债务人、
担保人和其他偿付义务人的债权、担保权利及全部其他权益依法转让给鹤壁黎
源电工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
担保人和其他偿付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偿付义务人的承继人从公告
之日起向鹤壁黎源电工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分立、合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1

鹤壁人
民黎源
电气有
限公司

2012年（浚
县）字0033
号、2016年
（浚县）字
00030号

2012年浚县（抵）字0041
号、2012 年浚县（抵）字
0042号、2012年浚县（保）
字 0001 号、2012 年浚县
（保）字0002号、2012006、
2012007、2012016、2016
年浚县（保）字 0007 号、
20160030

河南佳吉轮胎有
限公司、鹤壁黎
源电工有限公
司、毛金全、邢士
苹、毛金志、宋风
兰、张利军、刘肖
阳保证担保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鹤壁浚
县支行

序号
债务人
名称

担保合同/其他偿
付义务合同及编号

担保人/其他偿付
义务人名称

借款合同
及编号

原贷款行/
初始债权人

湖南睿思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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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 202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

五）10 时 30 分 ，在 中 拍 平 台（https://paimai.
caa123.org.cn/）举行拍卖会，公开拍卖：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正兴街
31号院三层房屋（总面积约2019.17㎡）五年承租
权（整体拍卖，不做分割）；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即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25 日 12 时前接受咨询、看样、报
名。有意者请与于我行联系安排实地验看标的、
报名。

展示地点：中拍平台及标的物所在地。
报名须知及保证金：凡有意竞买者，需按照中

拍平台要求上传有效证件：1、法人：提供单位有效
证件和委托书及承办人身份证明；2、自然人：本
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报名的须提交委托书及代
理人身份证明）注册登记，并选择本场拍卖会进行
报名参拍。

竞买保证金：叁万元整（￥30000.00元）
保证金账户名称：郑州拍卖总行有限公司；开

户银行：郑州银行五里堡支行；账号：9204 9012
0109 5098 72

竞买人按照要求履行报名手续、足额缴纳保
证金，经我行确认后后取得竞买权。

更多标的详情请咨询我行工作人员。
咨询电话：0371-68988758、13333711788

郑州拍卖总行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8日

2018年，《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
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简
称《通知》）发布，其中提到，居民个人取
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在 2021年 12月 31
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
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个月得到的数额，
按照相应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
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
税率-速算扣除数。

《通知》也提到，居民个人取得全年
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
所得计算纳税。但自 2022年 1月 1日
起，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并
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也就是说，自明年 1月起，年终奖
（一次性奖金）个税“二选一”的方式就

要结束了，2018年以来历时 3年的过渡
期也即将结束。

而早在 2015年，《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
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第
二条曾规定，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
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
算纳税，并按相关计税办法，由扣缴义
务人发放时代扣代缴。

到了2019年，新的个税政策开始实
施，工资薪金所得不再按月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而是与劳务报酬、稿酬、特许
权使用费四项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用
统一税率计税。对于之前的年终奖单
独计税的方式，《通知》规定，将年终奖
单独纳税方式的政策延续了 3年，也确
保了相关政策的平稳衔接。

年终奖“单独计税”和“合并计税”二选一的方式即将结束
明年起需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一起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年终奖缴税方式即将改变
到手的钱会受多大影响？

临近年底，年终奖成为“打工人”关注的热点。
此前，财税部门的相关文件指出，自2022年1月1日起，年终奖需

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一起计算并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在2021年内发放
的年终奖收入，则依旧可以选择年终奖“单独计税”的方式。

年终奖缴税方式即将改变，“打工人”的年终奖
会受多少影响？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金艾琳

注：按照年终奖单独计税预缴方法，全月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3000元的，税率为3%，速算扣除数为0；超过3000元至12000元
的，税率为10%，速算扣除数为210。

按照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税率表，全月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6000 元的，税率为 3%，速算扣除数为 0；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税率为10%，速算扣除数为2520。

小结：
对乙来说，“合并计税”的方式要比“单独计税”划算一些。而

对甲来说，“合并计税”的影响更大一些。
由此也可看出该优惠政策的到期对高收入群体影响较大。

针对年终奖（一次性奖金）计税的
新旧两种方式，在字面上可以称之为年
终奖“单独计税”和年终奖“合并计税”，
对于纳税人而言，两者的差别大吗？

“不同人的情况不同，不能一概而
论。”河南中兴税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朱惠惠告诉顶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
因为每个人年终奖和工资的情况不同，
工资高于年终奖的情况、年终奖高于工
资的情况运用不同的计税方式会产生
不同的结果。

智联招聘曾发布的《2020年白领年
终奖调研报告》显示，2020年郑州白领
年终奖均值为 5062元，有 15.3%的郑州
白领能拿到年终奖。关于年终奖是否
成为影响跳槽的因素，46.7%的郑州白
领给予了肯定答案，11.7%的郑州白领
表示不会因年终奖不理想而跳槽。

由此可见，年终奖的多少，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白领们对于下一年工作
前景的判断，这也成为企业在发放年终

奖时的考量因素之一。
财税专家王国娜告诉顶端新闻·河

南商报记者，很多企业上一年的年终奖
发放时间，往往是在下一年的 1月份到
春节前。她强调，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对每一个纳税人，年终奖“单独计税”只
允许采用一次。如果在 2021年年初取
得 2020年度年终奖时已享受过这项优
惠政策，即便在 2021年 12月 31日之前
取得2021年度年终奖，也不能再次享受
优惠政策。

除此之外，对于已经将年终奖并入
综合所得纳税的个人和企业来说，也不
需要考虑是否在 2021年年底前发放年
终奖。

企业要不要放在今年内发年终奖？这两种情况不必考虑

明年1月起，年终奖计税“二选一”方式结束

两种缴税方式，对哪些人影响较大？

年应纳税所得额：10万元 年终奖：3万元
按照单独计税方式计算：
100000×10%-2520=7480（元）
（30000÷12=2500〈3000）30000×3%-0=900（元）
所以甲应纳税7480+900=8380（元）
按照合并计税方式计算：
（100000+30000）×10%-2520=10480（元）

年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 年终奖：37000元
按照单独计税方式计算：
30000×3%=900（元）
（37000÷12=3083.3〉3000）37000×10%-210=3490（元）
所以乙应纳税 900+3490=4390（元）
按照合并计税方式计算：
（30000+37000）×10%-2520=4180（元）

乙

制图/首席编辑 杨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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