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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司定于2020年7月7日上午10时，在佛山市
禅城区季华四路33号佛山创意产业园23号楼4楼408室举
办第479期拍卖会，拍卖标的如下：

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23号地下一层停车场1687-
1693号及1693号之一住宅非机动车库；佛山市禅城区华宝
南路23号地下一层停车场1694号商业非机动车库；

以上标的整体拍卖，设有保留价。参考价86万元，保证
金30万元，须于2020年7月6日下午5时前存入“佛山市中
盈拍卖有限公司”，账号：667857758048，开户行：中行佛山
厚辉支行。

标的展示期：7月2~3日。
有意竞买者，携带营业执照副本、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

件加盖公章）及保证金汇款单，于保证金截止日前到我司办理
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付款凭证上须注明佛山市中盈拍卖
有限公司第479期拍卖会，如没有注明或注明不清楚所造成
的一切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公司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10号金融广场
9楼B区之五

公司电话：0757-82367890（http://www.fszhongying.com）

佛山市中盈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佛山科盟包装材料有限公
司遗失印刷经营许可证副本，
证 号 ： （ 粤 ） 印 证 字
4406004479 号，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华亿信窑炉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法人：梁志培）
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金小牛创意设计有
限公司（法人：胡月婷）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
章、胡月婷私章各一枚，现声
明作废。
▲佛山市万民医药有限公司
张槎分店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
号：粤 DB7571932，发证时间：
2015年 7月 13日，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现有申请人潘汝洪声明拥
有以下宅基地的使用权，并向
我镇申请完善用地手续。土地
坐落：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
滘滘口村西区三巷 7 号，土地
面积 15.46 平方米，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红线图绘图序列号
（GUID）：｛DE73776E-BA62
-4F62-B3FB-C5100DDEDBC5｝。
若对上述土地使用权归属有
异议的， 请于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镇以书面形
式提出，逾期不提出的，将按
照有关规定将上述土地使用
权确认给申请人潘汝洪。联系
电话：大沥宅改办：85563439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政府
2020年 6 月 30 日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联滘
社区“历史建成”宅基地

使用权确权公告

▲佛山市创鹏钢结构有限公
司经股东决议决定解散，开始
清算。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
司清算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
五天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在上述期限内未申报债
权的不列入清算范围。清算结
束后，本公司将依法向佛山市
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本公司
清算组联系人：李德有，联系
电 话 ：13827742801， 联 系 地
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沙滘
村旧公路北工业区东起 2 巷
2 号
佛山市创鹏钢结构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黄婉雯， 广东盈安律师事
务所实习人员，2020 年 6 月
29 日因保管不善遗失佛山
市律师协会 2015 年 11 月 18
日颁发的申请律师执业人
员实习证， 实习证号码 ：
19131511110246，现声明作废。
▲缪展鹏遗失 2015 年 6 月
12 日发放的道路运输驾驶
员从业资格证 IC 卡， 证号：
440682198312261732。 现声明
作废。
▲佛山市禅城区得佐机电经
营部 （经营者： 卜贵德）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老光细遗失佛山市优抚对
象优待证， 证号：CZ20698，现
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电 为促进粤港澳

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便利

化，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

局、澳门金融管理局29日发布

联合公告称，决定在粤港澳大湾

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

根据公告，“跨境理财通”按

照购买主体身份可分为“南向

通”和“北向通”。“南向通”指粤

港澳大湾区内地居民通过在港

澳银行开立投资专户，购买港澳

地区银行销售的合资格投资产

品；“北向通”指港澳地区居民通

过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银行开

立投资专户，购买内地银行销售

的合资格理财产品。

公告称，“跨境理财通”是

国家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推进内地与香港澳门金融合作

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打造粤港

澳优质生活圈，有利于促进粤

港澳大湾区居民个人跨境投资

便利化，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

对外开放，促进内地与港澳社

会经济共同发展。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

到，“北向通”和“南向通”业务资

金通过账户一一绑定实现闭环

汇划和封闭管理，使用范围仅限

于购买合资格的投资产品。资

金汇划使用人民币跨境结算，资

金兑换在离岸市场完成。对“北

向通”和“南向通”跨境资金流动

实行总额度和单个投资者额度

管理，总额度通过宏观审慎系数

动态调节。

公告称，港澳与内地相关

监管机构将各自采取所有必要

措施，确保双方以保障投资者

利益为目的，在“跨境理财通”

下建立有效机制，按属地管理

原则及时应对出现的违法违规

行为。港澳与内地相关监管机

构将签订监管合作备忘录，建

立健全监管合作安排和联络协

商机制，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建

立公平交易秩序。

据介绍，内地基础设施机构

应当按照稳妥有序、风险可控的

原则，积极推进“跨境理财通”的

各项准备工作，在完成相关规则

和系统建设后，正式启动“跨境

理财通”试点业务。“跨境理财

通”正式启动时间和实施细则将

另行规定。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落地
按照购买主体身份可分为“南向通”和“北向通”

我国慈善领域
首批团体标准发布

据新华社电 记者29日从中国

慈善联合会获悉，中国慈善联合会

近日发布了《慈善组织档案管理规

范》《慈善组织项目管理规范》《公益

项目三A三力评估指南》《慈善社区

创建评价方法》4项团体标准，这也

是我国慈善领域的首批团体标准。

据介绍，这4项团体标准对慈善

组织档案管理、慈善组织项目管理、

公益慈善项目社会价值评估、慈善社

区创建评价等多个方面作出规范，将

于2020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刘福清介绍，此次发布的4项团

体标准属于慈善领域的基础性标

准。今年下半年，中国慈善联合会

还将组织会员单位开展团体标准的

培训、试点等工作。

据新华社电 如何进一步

减轻企业和低收入参保人员今

年的社保缴费负担？国家税务

总局社会保险费司副司长王发

运29日在新一期税务讲堂视

频中详细讲解了有关政策。

据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印

发《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

题的通知》，包括延长阶段性减

免政策实施期限和2020年社

保个人缴费基数下限继续执行

2019年标准、允许以个人身份

参保人员2020年自愿暂缓缴

费两项新政策。

王发运说，对中小微企业

实行三项社保单位缴费部分免

征政策，执行期限延长到2020
年12月底；对湖北省以外省份

的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

（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三项

社保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政

策，执行期限延长到2020年6
月底；对湖北省大型企业等其

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保单位缴费

部分免征的政策，执行到2020
年6月底。

“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

费基数下限可继续执行2019
年标准。各省2020年社会保

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可继续执

行2019年缴费基数下限标准，

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规定正常

调整。”王发运说。

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

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缴

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

的，可自愿暂缓缴费。2021年
可继续缴费，缴费年限累计计

算；对2020年度未缴费月度，

可于2021年底前进行补缴，缴

费基数在2021年当地个人缴

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自主选

择。

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

位方式参加三项社保的，参照

中小微企业享受单位缴费部分

免征政策。受疫情影响生产经

营出现严重困难的参保单位，

可继续申请缓缴三项社保费至

2020年12月底，缓缴期间免

收滞纳金。

目前，全国有18个省份和

3个计划单列市的企业社保费

由税务部门负责征收。王发运

提醒，各地延长阶段性减免企

业社保费政策实施期限实施办

法和操作流程存在一定差异，

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要关注了

解本地实施办法，依规操作。

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保费政策实施期限

据新华社电 我国首款按

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民用飞机

——C919客机，28日飞抵新

疆吐鲁番市，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高温专项飞行试验。

C919 国 产 客 机 ，座 级

158- 174 座 ，航 程 4075-
5555公里，2007年正式立项，

2015年首架机在中国商用飞

机有限责任公司总装制造中心

下线，2017年实现首飞，计划

于2021年获得主管部门颁发

的适航证并交付使用。现阶

段，C919客机开启多机场、多

区域协同试飞模式，全线进入

高强度、高效率、高质量飞行试

验阶段，以确保飞机各项性能

符合适航标准。其中，高温试

飞是民用飞机必须通过的一项

极端气候试验。

吐鲁番机场安全质量监

管部主管王立飞介绍，经前

期对全国机场历年气象数据

统计分析，中国商飞C919客

机试飞团队评估出吐鲁番机

场夏季高温条件能够满足试

飞要求，决定在此组织试飞

项目，收集飞机性能数据。

对此，吐鲁番机场将全力做

好保障工作，确保飞机完成

各项试验。

素有“火洲”之称的新疆

吐鲁番市，高温少雨，是全国

有名的高温地区之一。每年6
月至8月，吐鲁番市平均气温

高于38摄氏度，高于40摄氏

度的天数在 35天以上，特殊

的气候条件，使吐鲁番市先后

获批成为我国干热自然环境

试验基准点和重要的热区试

车基地。

C919客机飞抵吐鲁番
开展高温专项试飞

■6月28日，国产C919客机降落在吐鲁番交河机场。 新华社发

习近平主持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接A01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对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彻执行民主

集中制、规范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作

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有力推动了基

层党组织建设。制定和实施《中国

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是

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是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民主权

利、规范基层党组织选举的具体举

措，对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

组织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

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

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

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巩固党长期执

政的组织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选举制

度规定，提高党内选举质量，保障党

章赋予的党员权利，增强党的意识、

政治意识、规矩意识。要严格代表

资格条件，确保选出合格的代表。

要合理分配代表名额，优化代表结

构，确保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比

例。要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和

班子结构合理的原则提名委员候选

人。要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

防在先，严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

换届纪律，确保选举风清气正。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

例》实施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党委

主体责任，加强谋划，精心组织，全

程把关。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教育引导党员和代表正确行使民主

权利，保证选举工作平稳有序。要

强化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骨干培

训，提升工作规范化水平。要加强

督促落实，确保《中国共产党基层组

织选举工作条例》各项规定要求落

到实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