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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简易注销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征求意见

@ 企业，七种情形不能简易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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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
者 徐明锋冤1 月 10 日袁海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就拟出台的叶海南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深化简易注销改革试点实
施方案曳渊以下简称 叶方案曳冤向
社会公告袁并公开征求意见遥
企业简易注销适用范
围有哪些钥 哪些情形不
适用简易 注 销程 序 钥
简易注销公告方式
有哪些钥 10 日袁
商报记者为您
详解遥

有问题可通过专栏提出异议

那么袁简易注销公告方式有哪些钥叶方案曳
指出袁 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应当先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叶简易注销公告曳专栏主
动向社会公告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及全体投
资人承诺等信息 (强制清算终结和破产程序
终结的企业除外)袁公告期为 7 日遥 登记机关
同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将企业
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相关信息推送至同级
税务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袁涉及外商
投资企业的还要推送至同级商务主管部门遥
税务机关按照要求查询商事主体涉税情况袁
对于存在未办结涉税事宜的商事主体袁 应当
在公告期届满次日前向登记机关提出异议曰

简易注销适用范围

哪些情形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

对领取营业执照后未开展经
营活动(以下称未开业)尧申请注销
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
权债务清算完结 (以下称无债权债
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尧非上市股份公
司尧非公司企业法人尧个人独资企
业尧合伙企业尧农民专业合作社及
其分支机构袁由其自主选择适用一
般注销程序或简易注销程序遥

1. 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外商投资企业曰
2. 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曰
3. 存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尧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曰
4. 有正在被立案调查或采取行政强制尧司法协助尧被予以行
政处罚等情形的曰
5. 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的曰
6. 法律尧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
批准的曰
7. 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的其他情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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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设统一注销登记网上服务平台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袁该局将探索建设注销服务平台袁依托现有
的省政务服务中心野一张审批网冶袁探索建设
统一的注销登记网上服务平台袁打通工商尧税
务尧商务委尧海关尧人行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各自的注销业务袁 实现 野流程的清晰透
明冶和野信息的互通共享冶遥
同时袁 进一步加强与司法部门的工作衔

琼州海峡连续三天早晚有雾
下周冷空气来袭 全岛将出现明显的阴雨过程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 11 日袁琼岛以多云天气为主袁阳光开始光顾椰城啦袁偶尔
局地还是有小雨袁早晚部分地区会有雾遥 说好的阴雨天气将在下周到来袁其中 15日-17 日受新的冷空气影响
将出现明显阴雨天气遥 春运期间渊1 月 21 日-3 月 1 日冤将有两次明显的雨雾天气过程遥
11 日-14 日袁 受东南气流影响袁
五指山以北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袁部
分市县早晚有雾袁其中 14 日东北部地
区有分散小雨曰 五指山以南地区多云
间晴遥 各地气温上升袁最高气温北部尧
中部和东部地区可升至 26耀29益袁西
部和南部地区 29耀31益袁 最低气温中
部山区 16耀18益袁其余地区 18耀22益遥
15 日-17 日袁受新一股冷空气影
响袁 五指山以北大部地区转为阴天有
小雨的天气袁 五指山以南地区多云为
主遥气温明显下降袁最低气温五指山以
北地区 16 日可降至 12耀15益袁五指山
以南地区 16耀18益曰 最高气温五指山

以北地区 16 日可降至 15耀18益袁五指
山以南地区 23耀26益遥
另外袁11 日-13 日琼州海峡早晚
有雾遥
海南省气象台春运期间雨雾天气
预测袁预计 1 月中下旬渊1 月 18日-23
日冤袁受较强冷空气过程影响袁海南岛
北部大部分地区将出现一次持续约一
周的阴雨天气过程曰2 月上中旬 渊2 月
8 日-14 日冤袁 受中等强度冷空气影
响袁 还将出现一次持续约一周的阴雨
天气过程曰 在阴雨过程开始前和结束
后可能出现 1耀2 天的大雾天气曰 其余
时段天气较好遥

海口未来 3 天天气预报

节前进岛节后出岛机票较紧张
市场袁南航预计在海南市场投入航班约
7200 班袁并在部分热门航线投入宽体机
执飞袁承运旅客超过 124 万人次遥
目前袁海南至深圳尧北京尧广州等地
的春运机票销售走旺袁 特别是三亚市
场袁进出港需求非常火爆遥 海南节前进
港高峰预计集中在 2 月 3 日-5 日袁多为
旅游客源曰而节后出港高峰预计出现在
2 月 9 日-14 日袁 进岛陪伴候鸟老人的

假日客源在节后较为集中遥
截止到目前袁2 月 3 日-5 日进岛的
深圳-海口尧深圳-三亚尧重庆-三亚尧广
州-三亚等航线客座率达 95%以上遥2 月
8 日以后的出岛航班三亚-成都尧三亚深圳尧三亚-广州尧海口-深圳等热门航
线客座率现已达到 95%以上遥 而除夕春
节两天海南出港机票尚有较多余票袁且
价格较低遥

41 个机场可支持二维码登机
近年来袁南航积极推进野互联网+冶
战略袁大力打造野南航 e 行冶袁令旅客在
春运期间出行更为便捷尧轻松遥
据悉袁春运前南航将推出野抢票冶功
能遥 如果旅客所需的航班经济舱已售
罄袁又急需购票的话袁可登录南航 APP
进行抢票遥 当所选航班有空余座位出

现袁系统会立刻为旅客自动出票遥 该功
能无任何野加价购票冶费用遥
而自今年 1 月 1 日起袁南航在其实
际承运的国内航班上袁 推行 100%预选
座位服务遥 在该服务支持下袁航班起飞
前 4 小时仍未办理选座和值机的购票
旅客袁系统将为其自动派发座位并办理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
咋扣除钥 咋填报钥

今日直播教您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吴英艳冤新个税法专项附加扣除
由谁来扣钥 怎么扣钥 扣多少钥 10 日袁记
者从海南省税务局获悉袁1 月 11 日 10
时袁该局将通过斗鱼直播平台开展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专题讲解直
播活动袁税务专家将在线讲解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相关政策及专项
附加信息表的填报袁解答网友的咨询
问题遥 斗鱼直播间号院6259528遥

市民赶紧缴费

部分航线仍有五折优惠机票
值得注意的是袁春运期间部分航线
仍有优惠机票袁如国内的广州-成都尧广
州-武汉尧广州-海口尧广州-哈尔滨尧广
州-贵阳尧广州-银川等地往返机票仍有
部分五折以下优惠遥 而国际方面袁广州
始发前往旧金山尧胡志明尧槟城尧吉隆
坡尧迪拜尧阿姆斯特丹等著名旅游城市
也有部分五折以下优惠遥
今年春运期间袁海南继续成为热门

接遥 进一步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协作袁对于
人民法院裁定强制清算或裁定宣告破产的袁
有关企业可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
记袁无需经过简易注销公告程序遥 对于企业提
供虚假材料骗取简易注销登记的袁 有关利害
关系人可以依据 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渊二冤曳的有关规定袁
申请人民法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遥

海口 2019 年度城镇
医保 31 日截止缴费

南航春运期间预计运输旅客超 1200 万人次

商报全媒体
讯(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严格冤
2019 年春 运即 将
于 1 月 21 日 开
始 袁3 月 1 日 结
束袁共计 40 天遥 春
运期间南航渊不含
厦航冤预计执行航
班 超 过 76000 班
次袁承运旅客超过
1200 万人次遥 其
中袁节前高峰为 1
月 30 日 -2 月 3
日袁预计日均客流
超 过 33 万 人 次 曰
节后高峰为 2 月
8 日-17 日袁 日均
客流预计约 34 万
人次遥

逾期未提出的袁视为无异议遥
据介绍袁 税务机关可以对下列情形的商
事主体不提出异议院1尧未办理涉税事宜的曰2尧
办理涉税事宜但未领取发票尧 没有欠税和没
有其他未办结事项的曰3尧 在公告期届满之日
前已办结缴销发票尧 结清应纳税款等清税手
续的遥
商报记者注意到袁公告期内袁有关利害关
系人及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叶简易注销公告曳专栏野异议留
言冶功能提出异议并简要陈述理由遥公告期满
后, 企业方可向企业登记机关提出简易注销
登记申请遥

值机遥 在支持电子登机牌的机场袁没有
行李托运的旅客袁可直接凭借电子登机
牌安检尧登机袁无需再排队打印纸质登
机牌袁实现全流程野无纸化冶绿色出行袁
非常方便遥 据了解袁南航在广州尧北京尧
深圳尧上海尧杭州等 41 个国内机场支持
电子登机牌遥

商报 全 媒体 讯 渊 椰网/海 拔 手 机
端记者 吴英艳冤10 日袁 记者从海口
市税务局获悉袁海口市 2019 年度城
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即将
于 1 月 31 日结束袁 逾期不能缴费袁
请未缴费的市民及时缴费 渊有职工
医保和新农合的不重复参保冤遥
记者了解到袁缴费人可选择附近
社区渊居委会冤刷卡缴费或到农商行
的 ATM尧CRS 机自助缴费或社保金
融服务移动终端缴费袁可在海南农信
社手机银行尧微信银行尧网上银行缴
费遥 将参保费存入社保卡或其他银行
卡袁系统不自动扣缴袁属于未完成参
保缴费操作袁 未完成参保缴费操作
的袁不视为已经参保遥

海南拾味馆

为福利院献爱心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10 日上午袁野拾味馆冶的工
作人员来到海口市社会福利院袁给孤
儿们捐了价值 1 万元的大米尧 食用
油尧尿布湿和全新的充气玩具袁以及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给孩子们所写的
祝福语遥
拾味餐饮集团延续十一年的海
口市社会福利院拜访活动在 1 月 10 日
如期进行了遥 在董事长龚季龙的带领
下袁 公司来自各品牌与支持中心的 30
多名伙伴带着精心准备的礼品来到了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袁探望孤残儿童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