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刘鹏凯 美编：邱耀升 校对：董敏

06 财经

促消费新政密集出台
海淘族率先迎来大礼包

珠海市商业联合会:
你单位因2012年度、2013年度及2014年度连续三年未按

照规定接受年度检查，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
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第
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我局拟给予你单位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因直接送达、邮寄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我局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珠民罚告〔2017〕第9号）。请
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书》（联系电话：0756-2311062），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和第
四十二条之规定，你单位可在告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
进行陈述、申辩，也可申请举行听证。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
和听证的权利。

特此公告。
珠海市民政局
2018年1月3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珠海华郡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华发依山郡花园一期规划条件核
实，为保障相关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依规定，我分局要求对该项目进行
规划条件核实批前公示，具体公示内容详见现场进行公示,现场公示时
间为即2018年1月3日至2018年1月12日。相关利害关系人对公示内
容如有异议的，可以在公示期内向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斗门规
划分局反映。

有效意见反馈方式：书面意见(写明真实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联系
地址),请送至斗门规划分局规划验收与法规监察科和斗门行政服务中心
规划窗口

科室电话:5570810，电子邮箱:1520478384@qq.com，窗口电话:
5135109,科室地址: 井岸镇白藤湖艺海小区4号（鳄鱼岛东南侧）

2018年1月2日

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批前媒体公示

珠海经济特区恒福物业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70%股权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CF17GJ000230；项目名称：珠海经济特区恒福物业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70%股权；项目概况：东海国际有限公司公开转让其持有的珠海经济特
区恒福物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70%股权；标的企业注册资本：150万美元；标的
企业经营范围：房地产信息咨询、项目投资引进信息咨询；标的对应评估价值：
人民币8,307.411万元；挂牌期限：自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26日止;
挂牌价格：人民币8309万元；交易保证金：人民币1661.8万元；联系人：苏先生，
联系电话：010-57896538；联系人：李女士，联系电话：010-57896657；项目详
情请登录：www.cfae.cn。(北金所网站)

珠海经济特区恒福物业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30%股权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CF17GJ000231；项目名称：珠海经济特区恒福物业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30%股权；项目概况：中经信投资有限公司公开转让其持有的珠海经济
特区恒福物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30%股权；标的企业注册资本：150万美元；标
的企业经营范围：房地产信息咨询、项目投资引进信息咨询；标的对应评估价
值：人民币3,560.319万元；挂牌期限：自2017年12月29日至2018年1月26
日止；挂牌价格：人民币3561万元；交易保证金：人民币712万元；联系人：苏先
生，联系电话：010-57896538；联系人：李女士，联系电话：010-57896657；项
目详情请登录：www.cfae.cn。(北金所网站)

我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六十
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收
缴了仿真枪配件4件，并已依法
制发了收缴清单（九关缉收缴字
[2017]502号）。现根据该《条例》
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收缴
清单予以公告，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18年1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九洲海关公告

我关已作出闸关缉查罚字
[2017]1684号行政处罚决定(朱月
维案)、闸关缉查罚字[2017]1210号
行政处罚决定(陈明案)、闸关缉违
罚字[2017]1685号行政处罚决定
(陈秀宝案)、闸关缉违罚字[2017]
1208号行政处罚决定(谢珍案)，上
述《行政处罚决定书》正本已于今日
在我关公告栏内张贴，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18年1月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闸口海关公告

珠海市鸿达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遗失“众雅花园（商业、
住宅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编号：建字第（金湾）
2016-084号）之附件一、批准
的总平面图，特此声明作废。
若有异议，自登报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金湾规划分局反映，可
致 电 0756- 7262200、
7262711 或将书面意见送至
（邮寄）到珠海市金湾区政府
大院23号楼金湾规划分局。

遗失声明

按照上级规定，拱北海关学
会改为海关内部群众团体，停止
在民政部门注册并办理清算手
续。请各债权人自公告日起45日
内，向本会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债务，逾期视为放弃。特此公告。

地址：拱北侨光路5号4楼；
电话：8162370。

清算公告

二、、挂牌出让对象：：
凡符合下列条件并通过资格审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或港澳地区）的企业（除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
外）均可参加竞买，但不接受个人及联合竞买：

竞买人或其实际控制人应为《横琴新区产业发展指
导目录》中“科教研发”类企业。

上述条件由珠海市横琴新区商务局核准。
三、挂牌文件索取：本次挂牌详细情况及具体要求以

《挂牌文件》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月12日9
时至2018年1月30日16时登录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或到
交易中心1101室索取《挂牌文件》。

四、网上竞买要求：本次挂牌出让以网上交易方式进
行。竞买人须通过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申请、报价及竞
价。网上交易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五、网上竞买操作说明：竞买人须先登录交易中心网
址注册用户并按《挂牌文件》要求申请CA数字证书，下载
并安装网上交易系统。CA数字证书须与交易中心系统
绑定后，方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网上交易。具体流
程可登录中心网址下载《用户手册》。

六、竞买资格申请和审查：竞买人应于2018年1月
23日9时至2018年1月30日16时在网上交易系统完成
竞买资格申请，并在此期间提供有关资料到交易中心业
务窗口进行竞买资格的审查，交易中心将在受理后1个
工作日内完成对竞买人的资格审查，并出具《竞买资格审
查结果通知书》。

七、保证金交纳：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可在网上

交易系统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银行账号，并应当在报
价前向该账号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网上交易系统确认
保证金到账后方可报价。保证金交纳的截止时间为：：
20182018年11月3131日1717时（（以银行到账为准）。）。

八、网上挂牌时间：
起始时间：2018年1月23日9时。
截止时间：2018年2月1日10时。
九、本次交易过程全部通过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竞买

人应尽早在挂牌截止时间前完成报价，超过挂牌截止时
间交易系统将自动关闭，不再接受报价，因此造成竞买人
无法报价的损失，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十、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十一、咨询电话和地址：
珠 海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0756）2686621、

2538130、2538763（地址：珠海市香洲区红山路288号国
际科技大厦B座二楼）；

珠海市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咨询及查勘电话：
（0756）8935930（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天河街28号）。

十二、网址：
国土资源局网址：http：//www.gtjzh.gov.cn
交易中心网址：http：//ggzy.zhuhai.gov.cn
横琴新区管委会网址：http://www.hengqin.gov.cn

珠海市国土资源局
珠海市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
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8年1月3日

交易序号/
宗地编号

18001/
珠横国土

储
2017-16

备注

宗地位置

横琴新区中心大
道东侧、万利东
道南侧、万利东
道西侧、顺德东

路北侧

1．上述地块按土地现状条件（净地）供地；
2．上述地块计容积率总建筑面积≤115500.00平方米（其中：教学设施≥35%、附属设施≤65%）；
3．上述地块建筑限高：≤24米；
4．竞得人在竞得地块后3个月内（港澳企业6个月内）须在珠海市横琴新区成立一家注册资本金不少于1亿元人民

币（或等值外币）且持有100%股权的独立法人资格公司。竞得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名称可直接变更登记至该独
立法人资格公司名下，由该独立法人资格公司承担本合同的所有权利与义务，不视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5．竞得人须按照相关规定，在领取本宗地《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向横琴新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一次性足额缴
交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6．竞得人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日与横琴新区管委会签订《珠横国土储2017-16号地块建
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如竞得人拒绝签订《监管协议》的，则已签署的《成交确认书》无效，出让人有权终止供地并不予
退还宗地定金。如竞得人达到转让条件发生转让的，受让方须承接《珠横国土储2017-16号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
书》中的权利和义务，并重新签订《珠横国土储2017-16号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

7．上述地块计容积率建筑面积100%由取得本项目用地使用权的项目公司自持，自持期为该项目整体建成投入运
营起计不少于10年（含10年），自持期满后如需转让处置的，报横琴新区管委会核准后可整体处置，用地功能不可变更；

8．上述地块按《横琴新区产业项目出让用地监管办法》、《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珠横国土储2017-16
号地块建设和使用监管协议书》约定进行履约监管及追究违约责任；

9．上述地块开、竣工时间：用地在土地交付之日起12个月内，取得横琴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施工许可文
件，且建设开工；在土地交付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基础设施达到建设标高±0.00；在土地交付之日起30个月内完成全
部单体封顶；在土地交付之日起36个月内竣工；

10．上述地块不设保留价。

宗地面积
（M2）

124294.27

规划
土地
用途

教育科研
用地

出让
年限

50年

计容积率
总建筑面积

（M2）

≤115500

建筑
密度

≤25%

绿地
率

≥
35%

起始价
（地面地价
元/M2）

人民币
1710

增价幅度
（地面地价
元/M2/次）

人民币
2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人民币：10627
美元：1626
港币：12711

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横琴））
（（交易序号：：1800118001））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经横琴新区管委会批准，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委托珠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以下简称交易中心）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宗地编号为珠横国土储2017-16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一、、出让地块概况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
电 跨境消费率先迎来新一年
的政策“红利”。2018年1月1
日起，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
过渡期政策适用的范围，将从
原本的天津、上海、杭州、宁波、
郑州、广州、深圳、重庆、福州、
平潭等10个试点城市（地区），
扩大至合肥、成都、大连、青岛、
苏州等5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城
市。此前，2017年12月1日起
包括婴幼儿奶粉等187项消费
品进口关税已经大幅下调。业
内指出，这将为中国消费者释
放更多政策红利。与此同时，
记者获悉，包括提振中高端消
费、绿色消费在内的一揽子促
消费新政还有望在今年上半年
迎来密集出台。

另外，从 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我国调降187项商品的
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17.3%
降至7.7%。此次降税商品涉
及包括婴幼儿奶粉、化妆品等。

业内专家指出，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扩围以及大
范围、大力度降低消费品的关税，
无疑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优质
品、中高端消费品的需求，释放出
中高端消费的重磅利好信号。

据商务部统计，2017 年前
11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达 33.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网络零售额6.4万亿元，
增长32.4%，稳居全球第一。前
三季度消费贡献率达64.5%，比
上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继
续保持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
今年将启动消费升级行动计划，
目前行动计划设计图已经初步成
型，下一步，将制定具体施工图，
有望于2018年上半年全面启动
实施，中高端消费和绿色消费将
迎来重点扶持。

据介绍，消费升级行动计划
将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入
手，顺应居民消费个性化、多样化

发展大趋势，着力解决流通领
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
创新发展流通、完善消费供给、
倡导绿色消费、优化消费环境
等领域发力，加快推进消费升
级。

具体而言，从发展便民消
费、促进消费升级、用好国际资
源、推动绿色消费、构建现代供
应链、改善消费环境六个方面
提出了重点举措。一是打造城
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二是实
施商圈消费引领工程；三是搭
建国际消费新平台；四是推动
绿色消费；五是构建现代供应
链；六是建设放心消费环境。

在品牌消费和绿色消费方
面，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郑
文对记者表示，2018年，商务
部将组织实施“商圈消费引领
工程”，在部分大中城市开展商
圈建设试点，用五年时间培育
100个示范商圈和20条老字
号特色街区。

此外，商务部还将重点推
进绿色消费，从绿色技术、绿色
采购、绿色包装、绿色回收等四
个方面重点推进。例如，将在
现有85家绿色商场基础上，新
创建约60家绿色商场。同时，
商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健全绿
色餐饮标准体系，鼓励企业落
实《企业绿色采购指南》，加大

“限塑令”实施力度，组织开展
试点，采用“互联网＋回收”的
模式，鼓励“绿色兑换”。

在中高端消费方面，商务
部市场运行司司长陈国凯表
示，将搭建国际消费新平台，利
用国际资源，发挥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的平台作用，通过试
点，用三年左右时间，培育若干
国际消费城市和国家消费城
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挖掘高
端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回流，引
领消费升级；研究完善免税政
策，推进已经批准的口岸进境
免税等。

据新华社上海 1月 2 日电
2018年首个交易日，A股市场迎
来开门红，沪深两市涨幅均逾
1%。当日上证综指以 3314.03
点小幅高开，一路走高，最终收报
3348.33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41.16点，涨幅为1.24%。深证成
指收报 11178.05 点，涨 137.60
点，涨幅为1.25%。“中小创”则先
抑后扬。创业板指数涨0.97%至
1769.67点，中小板指数表现稍
强，收盘报 7632.63 点，涨幅为
1.03%。

股指收红的同时，沪深两市
近2600只交易品种上涨，远多于
下跌数量。不计算ST股和未股
改股，两市35只个股涨停。

从板块概念来看，大部分行
业板块随股指收涨。其中，水泥、
房屋租赁、安徽国资等板块概念
涨幅居前，涨幅超过4%；住宿餐
饮、民营医院、医疗器械跌幅居
前，不过跌幅都不足1%。

沪深两市成交量随着市场上
涨有所放大，分别成交2277亿元
和2177亿元，总量逾4400亿元。

新年首个交易日A股迎来开门红

沪深两市涨幅均逾1%

1月2日，两名行人从香港恒
生银行总部的电子屏前走过。

在2018年首个股市交易日，
港股开局壮观，恒生指数收报
30515 点，上涨 596 点。这是继
2017年11月恒指时隔十年重上3
万点之后，港股再次呈现突破式
增长，高于去年11月行情512点。
2018 年 1 月 2 日，恒生指数在今
年首个交易日的竞价时段已经登

上 3 万点高峰，在中午收市时报
30421 点，上升 502 点，下午开市
后继续高企，最终收报30515点，
升幅接近 2％，主板成交额显著
增至1268亿港元。

香港证券专业学会专业委员
温天纳谈到，市场普遍认为，港股
今年一定会冲破三万点，新年第
一天交易的股市表现就送给大家
一个惊喜。 据新华社

恒生指数上涨596.16点

本报讯 记者钟夏报道：近
日，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珠海港集团”）与中国工
商银行珠海分行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该行将为珠海港集团提
供50亿元的授信额度及多元
化金融服务，助力我市港口建
设与实体经济加快发展。

根据协议，未来五年，工
商银行珠海分行将与珠海港
集团在港口航运、物流供应
链、能源环保、港城建设、航运
金融等“五大板块”的项目开
展战略合作，支持珠海港集团
推进国际化战略、西江战略、

物流中心战略、智慧绿色战略
等“四大战略”。

据悉，工商银行珠海分行
于2007年首次为珠海港集团
提供融资支持，多年来双方建
立起深厚良好的合作关系。
该行负责人表示，在此次合作
协议范围内，已经与珠海港集
团沟通多笔业务，其中包括补
充项目建设资金的创新股权
融资模式、解决港口项目经营
初期资金压力的营运期融资、
降低财务成本增加流动性的
债券发行及拓宽资本市场资
金渠道。

珠海港集团获工商银行珠海分行授信50亿元

开展“五大板块”战略合作
新华社北京 1 月 2 日电

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2日发
布2017年全民账单，2017年
全国5.2亿支付宝用户在支付
宝平台使用移动支付占比达
82%，人们越来越多选择用手
机完成支付。

支付宝移动支付占比快速
上升的原因之一是支付宝收钱
码的普及。蚂蚁金服数据显
示，过去一年，全国4000多万
户小商家靠二维码贴纸实现收
银数字化。

移动支付的应用还方便了
人们办理各种公共服务。数据

显示，2017年2亿多市民在支
付宝的城市服务中办理过包括
社保、交通、民政等12大类的
100多种服务。

此外，因移动支付而积累
的信用产生了更多用途。比
如，信用免押金，截至2017年
底芝麻信用已累计为4150万
用户免押金超过400亿元。

与此相对应的是，国人对
钱包的需求越来越少。“阿里数
据”显示，过去3年，电商平台
上箱包类的搜索量稳步上升，
但“钱包”的搜索量在2017年
首次出现下降。

支付宝2017年全民账单：

移动支付占比超八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