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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注销公告

认婴公告

司法拍卖公告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月9日

10时至1月10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
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对
以下标的物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
268号白金海岸5号楼1601室房产。建筑面
积：117平方米。

拍卖保留价：169.95738万元，竞买保证
金：20万元，增价幅度：0.1万元。

二、竞买要求：
竞买人须在网络司法拍卖竞价程序结束前

报名、登陆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参加竞买，报名前
需交纳保证金。

竞价前，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将竞买人支付
宝账户内的相应资金冻结作为应缴的竞买保证
金，竞买人应确保其支付宝账户内有足够的资
金。网络司法拍卖竞价程序结束后，买受人的
竞买保证金将自动冲抵成交价款，其余竞买人
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解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

未尽事宜及详情请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
网、淘宝网、河北产权网查询。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18533195939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话：17731200860
监督法院电话：0312-3103240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4日

司法拍卖公告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月9日

10时至1月10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
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对
以下标的物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
岛老爷海第一湾C16地块听涛苑T6幢2单元
902号房产。产权证号：万宁市房权证东澳字
第1604770号，建筑面积：92.74平方米。

拍卖保留价：120万元，竞买保证金：24万
元，增价幅度：1万元。

二、竞买要求：
竞买人须在网络司法拍卖竞价程序结束前

报名、登陆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参加竞买，报名前
需交纳保证金。

竞价前，意向竞买人须在京东注册账号并
通过实名认证（已注册京东账号需通过实名认
证），在线支付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请阅读京
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司法拍卖流程相关准
则。拍卖结束后未能竞得者冻结的保证金自动
解冻，冻结期间不计利息。

未尽事宜及详情请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
网、京东网、河北产权网查询。

联系电话：18533195939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话：0312-3103141
监督法院电话：0312-3103240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4日

遗失声明

土地出租转让
海口江东新区紧邻琼台师范大学之
宅基地（600m2）寻求合作（租售皆
可）。电话18976190281 田先生

出租转让

农贸市场沿街店面转让
海口东山镇集贸市场沿街店面，开间4米，层
高3.5层，建筑面积216平方，4200元/m2，精
装修交付使用。电话:13907558591

遗失声明
南争路遗失警官证，证号：武字第

0177973号，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洋浦连城万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603002102195；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证号:760356050；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纳税人识别号:4600407603560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 南 中 瑞 恒 信 税 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91460100681182670F）遗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
发票代码：4600191130，发票号码：008112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许宇宁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99001906542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钟丹丹遗失海南鼎圣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永和花园

一期A10-2-6B房地产预收款发票，金额：493885元，发
票号：03251911，发票代码：4600162350，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徐维森医师资格证书不慎遗失，医师资格证证书

编码：199846110460026450512001，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洋浦龙腾物流有限公司拟向洋浦

工商行政管理局请注销，请债权债务
人在45天内办理相关手续。

海口德胜沙路步行街二
房一厅(三楼)招租，租金
面议。18789784181

招
租

遗失声明
云丽萍遗失海南中升之星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订金收据（10000元）
编号为00014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生安遗失海南地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昌江分公司开具的福源小

区2号楼B单元2D号房购房款收据编号：NO0027403，金额108642元，
相关税费收据编号：N00006146，金额19812元，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学阳遗失海南鼎圣置业有限公司海口永和花园三期A1-

A3- 1105 房地产预收款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2350，发票号码：04510792，金额：1084211元，声明作废。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黄琳珈，2014年4月20日下午18

许，在环东一路龙井路口处捡拾，请以上女婴生父
母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持有效证件前认领，逾期
视为弃婴。联系人：陈建英 电话：18789562223

2019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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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36000元的

超过36000元至144000元的部分

超过144000元至300000元的部分

超过300000元至420000元的部分

超过420000元至660000元的部分

超过660000元至960000元的部分

超过960000元的部分

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表（综合所得适用）

注：本表所
称全年应纳税所
得额是指依照新
个税法第六条的
规定，居民个人
取得综合所得以
每一纳税年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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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个税越扣越多
专家解读：是由于个税改革后“税率跳档”造成的

最近，一些职工纳闷：每月工资没变，为何个税越扣
越多？对此，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
所长李旭红给出解释，这种月度纳税“前低后高、逐渐增
加”的现象，是由于个税改革后“税率跳档”造成的。

据经济日报

案例：
年初月纳税270元，年中变900元

在北京一家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工作的职工洪皓向
记者表达了他的疑惑。今年年初，他的月纳税额是270
元，可到了年中时就变成了900元，他担心临近年底会
不会再增加。

解释：
随着累计应纳税所得额的提高

产生“税率跳档”
“个税改革前是按月计算，月度收入不变的前提

下，每月税额基本不变。”李旭红告诉记者，今年个税的
征收由原来的按月代扣代缴改为累计预扣法，这种
计算方法的特点是年度内个税扣除呈现前低后高
趋势，随着累计应纳税所得额的提高，会产生“税率
跳档”。

记者了解到，转变为累计预扣法后，采用个人所得
税预扣率表，按照一个纳税年度的累计预扣预缴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不同的预扣率。如果一个纳税年度累计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6万元，预扣率维持在3％一级，
当累计应纳税所得额超过3.6万元且不超过14.4万元，
预扣率会从3％跳到10％一级。这意味着，年初应纳
税所得额较低时，适用较低级次的预扣率，随着累计额
的增加，会出现跳档的可能。

李旭红以洪皓缴税变化为例介绍“税率跳档”。扣
除“五险一金”后，洪皓的月薪为1.5万元，并享受每月
1000元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他在1月预缴的个
人所得税应如下计算：（15000×1－5000×1－1000×
1）×3％＝270元。由于此时年收入还没有超过3.6万
元，是按照3％的税率计算。而到了5月时，洪皓的年
度累计应纳税所得额已达到了4.5万元，超过3.6万元
的“第一级税率”，应按照第二级10％的税率计算，因此
5月的预缴额应为900元。

虽然预缴个税较年初时有所增加，但洪皓全年
须缴个税低于去年。李旭红又帮他算了一笔账，今

年全年洪皓须缴个税为8280元，相比去
年1.92万元，少缴了1万多元。

了解这些“知识点”后，洪皓喜出望外，
“原来只是算法有变”。受益于个税改革的
职工不止洪皓一人。

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前三季度数
据来看，个税累计人均减税1764元。国家
税务总局减税办常务副主任蔡自力表示，
这直接增加了职工收入，提升了职工的获
得感。

格力电器与高瓴资本的
416亿交易终于靴子落地。

格力电器2日晚公告，公
司控股股东格力集团与珠海
明骏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
定珠海明骏以46.17元/股的
价格受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
力电器9.02亿股股份（占格力
电器总股本的 15%），合计转
让价款为416.62亿元。

根据格力电器公布的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次权益
变动前，格力集团持有格力电
器1096255624股股份，占格
力电器总股本的18.22%。本
次权益变动后，格力集团将持
有格力电器193895992股股
份，占格力电器总股本的
3.22%。本次权益变动后，格
力集团将成为格力电器第四
大股东。

备受关注的管理层股权
激励方面，公告显示，珠海高
瓴等同意，应在本次交易完
成交割后，推进上市公司层
面给予管理层实体认可的管
理层和骨干员工总额不超过
4%上市公司股份的股权激
励计划。

交易完成后，格力电器将
成为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

据了解，无实控人结构被
广泛认为是目前成熟资本市
场中，保障企业稳定，且实现
长治久安的理想化现代企业
治理结构，避免了企业大股东

“一言堂”。高瓴资本在入主
格力电器后，引入无实际控制
人结构，能更好地满足国企混
改对激发企业活力和竞争力
的需求。 中新

格力电器变局
格力集团与珠海明骏签署股份转让

协议，转让价416.62亿元

昨日，A股市场低开高
走，各指数全面收红。早盘，
A股三大股指低开，开盘后震
荡走低；午后，三大股指回暖
翻红。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概
念午后崛起，海南本地股尾盘
活跃。市场人气回暖，两市涨
停个股近40只。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报
2884.70点，涨幅0.31%；深成
指报9657.65点，涨幅0.55%；

创业板指报1675.39点，涨幅
0.35%。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
上涨品种逾2400只，下跌品
种逾1100只。不计算ST个
股，两市近4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胎压监
测、横琴新区、芯片概念涨幅
居前，涨幅均在2%以上；白
酒、大豆、特高压跌幅居前，整
体跌幅在1%以内。 综合

A股市场低开高走，各指数全面收红

市场人气回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