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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接受委托，定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上午 10 时，
在我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
依法定程序对位于平顶山市
卫东区光华路街道办事处西
侧部分房屋（整体拍卖）进行
公开拍卖，竞买保证金 100 万
元整。

拍卖会因故不能现场举行
的，转至中拍平台（https://pai-
mai.caa123.org.cn）网络线上举
行，取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需
在拍卖时间前在中拍平台注册
登录，经我公司确认后按本场
拍卖会的网络拍卖规则参与网
络拍卖，网络拍卖结果与现场
拍卖结果同等效力。

该拍卖标的部分正被使
用，请相关优先购买权人及时
与我公司联系，核实优先权人
身份，办理拍卖会报名手续，
参加竞买。如优先权人在报
名截止时间前未办理拍卖会
报名手续，则视为主动自愿放
弃同等价格的优先购买权。

标的详细资料请到我公司

查阅。有意竞买者，竞买保证
金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到达指定
账户后，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
于拍卖会前到我公司签署完毕
相关资料，办理拍卖会报名手
续，参加竞买。竞买不成功或
拍卖会因故延期或取消，保证
金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时间: 2022年 6

月 13日 16时（以保证金到达
指定账户为准，逾期到达的，不
接受报名）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
日起至报名截止时间

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
在地

联 系 电 话 ： 0375-
2912939；18737544915（工作

时间拨打）
公司地址：河南省平顶山

市中兴路工行大厦20楼
公 司 网 址 ：www.bao-

caiauction.com
网络拍卖平台：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
河南省宝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6月7日

拍卖公告

附表：（注：拍卖标的相关信息以《拍卖文件》及拍卖会上公布的内容为准）
拍卖标的位置：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光华路街道办事处西侧路北部分房屋（整体拍卖）

编号

796-52

房产
编号

YG-2-034~
058

YG-2-059~
060

坐落位置

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光华路
街道办事处西侧路北八矿铁

运处单身楼一楼房屋

位于平顶山市卫东区光华路
街道办事处西侧路北八矿铁

运处单身楼二楼房屋

数量

25户

2户

建成年代

2013年1
月

2013年1
月

建筑结构

混合

混合

参考面积（m2）

共约714

共约40.8

地标参考

详见现场

使用
状态

租赁
2022年
12月31
日到期

拍卖
方式

整体
拍卖

保证金
（万元）

100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车辆购置税减
半征收政策真是好，买车一
下子省了7600多元。”6月6
日，市民崔先生高兴地说，他
是此次我市第一个享受车购
税减半征收政策的纳税人。

崔先生一直想换辆新
车，5月23日他到4S店看车
后并没有立刻入手，晚上在
家看到国家相关部门要出台
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政策的
新闻后，就一直关注这件
事。6月1日，他等到车辆购
置税减半征收的消息后，一
大早就去店里买车，因为享

受新政策要以购车发票上的
时间为准。车辆经销商也非
常配合，很快为他办理了购
车手续。

崔先生告诉记者，自己
买 的 是 1.5T 的 奇 骏 ，总 价
171900 元。如果在 6 月 1 日
之前购买，要缴纳 1.5 万多
元的车购税。而享受优惠
后，自己只需缴税 7600 多
元。当天上午 9时许，市税
务局第二税务分局成功为
他办理车购税手续，而崔
先生购买的车也成为我市
首台享受 2022 年车辆购置
税减半征收政策的机动车。

据了解，5月31日，财政

部、税务总局发布公告，为促
进汽车消费，支持汽车产业
发展，对购置日期在2022年
6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内，
且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不
超过30万元的2.0升及以下
排量乘用车，减半征收车辆
购置税。

东风日产市场部经理
韩盼莉介绍，6 月 1 日之后
他们已成交20台车。“端午
节期间来看车的人挺多，
一些正在犹豫是否购车的
顾客得知这个政策后，纷
纷拍板买车。”长城汽车市
场部经理赵福星表示，这
几天有不少顾客看到车购

税减半征收的消息后到店
看车。

“截至6月5日，全市共
有164辆车享受到车辆购置
税减半的优惠。”市税务局
第 二 税 务 分 局 工 作 人 员
说。为了让更多市民在车
购税减半征收新政第一天
就享受到优惠，该分局第一
时间组织征管、税政、收核
等部门召开会议，针对公告
内容逐项分析，对照业务流
程，熟悉金三系统减半征收
程序；纳服部门组织前台征
收人员全面熟悉和把握政
策执行范围，确保优惠政策

“应享尽享”。

年底前车辆购置税减半
政策落地5日全市164辆车享优惠 首个受惠车主省了7600多元 □记者 田秀忠

本报讯 6月6日上午，在市区
经营文具生意的市民韩明理第二
次来到市图书馆，向该馆捐赠了
自己收藏的丛书——由河南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平顶山文化览胜》
（第二辑）。

据介绍，《平顶山文化览胜》
（第二辑）共有五部，分别是——
《墨子文化与鲁山》（袁占才、杜光
松编著），《牛郎织女与鲁山丝绸》

（袁占才、张怀发编著），《灵秀湛
河话古今》（杜光松、许凌云编
著），《古应国与新鹰城》（姬书敏、
许凌云、何少甫编著），《醒世新言
歧路灯》（孙振杰编著）。

丛书的编者均是多年来倾心
地域文化研究、卓有建树的专家，
每部专著都参考了大量的考古资
料、历史资料、现代研究成果、当
代文化实践等文献，多角度、多层
面反映了平顶山地区文化的特征
与变迁，文化史的发展线索与典
型样态。

市民向市图书馆
捐赠地方文献

□记者 孙鹏飞

本报讯 市妇联6月6日传来
消息，市妇联、市卫健委近日印发
《关于表彰2022年平顶山市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一线女医护人员三
八红旗手的决定》，授予 100名女
医护人员三八红旗手称号。

据了解，今年5月以来，广大
一线女医护人员在市委、市政府
的领导下，立足岗位，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夜以继日做核酸、连续
奋战查病毒、隔离转运忘生死，为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突出贡
献。为鼓舞干劲，凝聚力量，市妇
联、市卫健委决定授予李莉等100
名在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
表现突出的女医护人员三八红旗
手称号。

疫情防控一线表现突出

100名女医护人员
被授予三八红旗手

□记者 常洪涛

本报讯 6月5日下午，
河南城建学院几名老师在
鲁山县尧山景区考察时，发
现一只野生“羚羊”。经初
步判定，这只动物为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
斑羚。

当天，河南城建学院生
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卢光义
博士等几名老师到尧山景
区考察，为建立科学实验基
地做准备。下午4点左右，
行至王母轿景点附近时，一
行人突然发现山间峭壁上
有一只形似“羚羊”的动物，
卢光义及时用手中的相机
拍下多张照片和一段40秒
的视频。经过查找资料、图
片对比，卢光义认为这只动
物是中华斑羚的可能性较
大。

记者将图片与视频传
给县、市林业部门，经省野
生动物保护专家鉴别，基本

确认这只动物就是中华斑
羚，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

中华斑羚栖息于高海
拔陡峭及多岩石的山区，结
小群活动，年老雄性通常独

居，以草、灌木枝叶、坚果和
水果为食。尧山景区位于
伏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在野生动物资源普查
时，伏牛山地区曾发现过中
华斑羚。

尧山景区工作人员张
四海介绍，当地群众和景区
工作人员曾在山上见过中
华斑羚，但这种动物胆小、
警惕性高，动作敏捷，之前
从没拍摄到过相关影像。

中华斑羚现身尧山

中华斑羚 卢光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