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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帮我
“涨”工资

“10 月份等于国家帮我的工资
‘涨’了400多元。”乐澄（中国）生活用
品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管余强开玩笑
地 说 ，“9 月 份 我 的 实 发 工 资 为
9005.22 元，10 月份实发工资直接

增长到了9424.39元，扣减的个
税从 682.55 元减少到了

263.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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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日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03M
A44BRRX3W）经股东会决定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西峡县吉丰菌果药种植专业合作社
经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单位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茶之韵茶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南阳弘飞洗涤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省正源酒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金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天润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武陟县新凯瑞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声明公告

●河南和谷田餐饮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拟将公司注册资本
金由500万元减至10万元，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支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将公司
注册资本由陆仟万圆整减至肆
仟玖佰万圆整，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河南晨风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将公司注
册资本由陆仟万圆整减至肆仟
捌佰万圆整，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
债权，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更正公告
●本报于2018年7月24日13版
刊登的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中
的李新虎与李国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其中“李国强”应更正
为“孙国强”，特此更正。

●李幼霜《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为J411420495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大鑫（郑州）律师事务所
分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4101201
61140777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冯杰，身份证号410105198102
256155，河南郑州人民警察学校
毕业证（中专）丢失，声明作废。
●邹勇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号：410103600839456声明作废。
●淮阳县顺畅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9141162678
22356632）、公章均遗失，声明作废。
●濮阳市远达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市
政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
号：410922000012554声明作废。
●宁州营业执照正副本（92411622
MA41R27M2Q）遗失，声明作废。
●尉氏县粮局劳动服务公司位
于尉氏县城关镇建设路中段 5
号的三份房产证遗失，证号：020
631、020632、020633，声明作废。
●周口市红旗货物运输有限公
司豫 P4Z399（411620052257）、
豫 PP244 挂（411620029084）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丰华运输有限公司豫PP
2123 营运证遗失，证号：41162
0084347，声明作废。
●漯河市畅泰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LZ6999营运证遗失，证号：
411102010934，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港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3C167（411620079263）、
豫 P517L 挂（411620079264）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港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3C191（411620079261）、
豫 P5T89 挂（411620079262）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港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3C163（411620079265）、
豫 P5181 挂（411620079266）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通港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A8797（411620084419）、
豫 PT397 挂（411620084421）营
运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口市豫都汽车运输有限公
司豫 P7C615（411620082593）、
豫P7C685（411620079657）营运
证遗失，声明作废。
●漯河市恩远物流有限公司豫
LK3093 营 运 证 遗 失 ，证 号 ：
411102013663，声明作废。
●新安县新城标榜体育场理发
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号：
410323600134206，声明作废。
●虞城县天润林业开发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注册
号：4123212000413，声明作废。
●陈茉涵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S410031070，声明作废。
●崔俊超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0403608149267，声明作废。
●2016 年 12 月 26 日出生的师
炜宸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165078，声明作废。
●2011 年 2 月 27 日出生的程
雨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0513179，声明作废。
●2009 年 9 月 9 日出生的牛宇
歌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S410011223，声明作废。
●田永杰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411425613093146，声明作废。

●2016年12月7日出生的刘鑫
月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19390，声明作废。
●2017年3月10日出生的陈昱
竹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Q411065921，声明作废。
●2013年3月6日出生的陈祥
喻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M410933831，声明作废。
●商丘市蓝昱化工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491000004450，声明作废。
●2012年6月30日出生的庞靖
琪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L411436265，声明作废。
●姬传东伤残军人证丢失，编
号：豫军C008139，声明作废。
●禹州市联通轿车装饰服务站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081628094118，声明作废。
●禹州市浩宇轿车维修站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411081
628333682，声明作废。
●禹州市联通轿车维修站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代码9241
1081MA41F0TT93，声明作废。
●漯河广通运输有限公司豫
LE9796车道路运输证丢失，证
号411102006548，声明作废。
●2009年7月23日出生的邓涵
月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0768872，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人刘婀娜，不慎将
坐落于郑州市中原区桐柏北路
113号院1号楼9层264号,房屋
所 有 权 证 遗 失 ，产 权 证 号 ：
0901064544。特此声明作废。
●濮阳县王称堌镇锦鑫塑料回
收站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928MA44
FGETXJ，声明作废。

●商丘市蓝昱化工有限公司,注册
号 411491000004450,经成员大
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虞城县增文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
号 93411425MA44QQ0W25 经
成员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淅川县青珍养殖专业合作社（注册
号411326NA000710X）经成员大
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淅川县茂晟养殖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411326NA000612X）经成员
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宝丰县天泉种植专业合作社（注
册号410421NA000195X）经成员
大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洛阳惠铎商贸有限公司（统一
代 码 91410323MA3X95BB50）
经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新安县晨煜商贸有限公司(统
一代码914103235991167891)经
股东会研究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尹冰峰，信阳市潢川县公安局
警官，人民警察证不慎丢失，证
号:188372，声明作废。
●沈丘县华汇服饰有限公司的
中国建设银行沈丘支行开户许
可证遗失，核准号：J508900060
8901，声明作废。
●焦青枝位于上蔡县朱里镇武
津路南侧，经五路东侧的不动产
证遗失，证号：豫（2017）上蔡县不
动产权第0000759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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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9 岁的毛浩夫是江西干
部学院的一名现场教学老师，毛浩
夫的爷爷毛秉华是原井冈山革命博
物馆馆长，毛秉华五十年如一日地
宣讲井冈山精神，被誉为“井冈山精
神守望者”，1万多场宣讲会见证了
他穿越半个世纪的坚守。

今年7月，毛秉华因病去世，这
让毛浩夫感觉到身上的责任更重
了，他时常想起爷爷的叮咛和嘱托，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使命的传承。

“爷爷一辈子都在守望井冈山精神，
我要接过他的接力棒，让井冈山精
神的火种生生不息。”

毛浩夫毕业于英国一所大学国
际金融与贸易专业，回国后在南昌
的一家企业上班。2016 年，他辞职
回到井冈山，开始跟着爷爷一起学
习党史。

“以前觉得这份工作并不难，无
非是提前背好解说词，但现在才发
现，同样的故事，不同的人讲述有着
不同的反响。”为了让自己的现场教
学变得更加生动翔实，毛浩夫不仅在
工作之余大量阅读党史资料和相关
书籍，还抓住各种机会向党史专家和
有经验的讲解员请教专业知识和讲
课技巧，研究讨论新的教学方式。

组织学员朗诵红色家书、在革命
旧址现场教学……如今在毛浩夫的
课堂上，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和生动
翔实的故事讲述得到学员们的肯
定。（据新华社南昌10月10日电）

“海归”讲解员毛浩夫： 有啥新变化？
——个税新政策多重利好正在显现

2018年10月1日起，新个人所得税法过渡期政策开始实施，纳税人实际取得的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000元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新的税率表。在新税法下的首个
申报期，纳税人收获了怎样的“惊喜”？记者近日采访部分纳税人、税务机关负责人、
中介机构和专家学者，倾听他们的心声。

新个税法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
施，各地税务部门为了让纳税人尽早享
受减税红利，全面执行新税法过渡期政
策，让纳税人提前享受政策红利。

国家税务总局 9 日公布月收入 2
万元以下个税计算表，据测算，新规执
行后，月收入2万元以下纳税人税负可
降低50%以上。据了解，新设专项附加
扣除将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
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
养老人等支出，在下一步明确扣除范围
和标准后可在申报纳税时予以税前扣
除。对纳税人而言，专项附加扣除的引
入，适当考虑了个体差异，更有利于精
准减税，提升消费能力。

“这是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巨大进
步。”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张斌认为，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
酬、特许权使用费4项所得纳入综合所
得的按年计征，将有效避免工资薪金
所得等月度间收入不均带来的税负不
平衡等问题，是一项科学的制度设计。

（据新华社）

个税新政策提升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员工
工作的积极性。

安徽渠道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经理郜润
生这个国庆假期大部分时间是带着财务人员核
算员工工资，按新税法计算代扣个人所得税。按
5000 元/月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公司 10 月需代扣
代缴212人共计约14.45万元税款；而在9月份，公
司实际代扣代缴 310 人共计 25.97 万元税款。前
后两个月的员工数量和工资收入基本稳定，缴税
人数和应纳税款分别下降了32%和44%。

“此次个税改革过渡期政策实施，将起征点
从3500元提高到5000元，体现了新税法降低中等
以下收入者税收负担的立法初衷，让人民群众得
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
司司长罗天舒说。

随着首个申报期的来临，起征点的提高让不少人已经先行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
中低收入群体在此轮改革中受益明显。
进城务工人员严爱丽告诉记者：“我每月的工资扣除险金后大约是5146元，原先工资条

上的个人所得税是60元左右，10月份的个人所得税只要4块多。”她所在的浙江健盛集团江
山针织有限公司是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近百人在这次个税改革中受益。

中低收入群体受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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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井冈山精神火种
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