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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关于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的公告

海口鑫铧五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557385788）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六、五十七条的规定，向
你公司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三稽通〔2014〕1号），限你公司
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如实提供有关账簿凭证、以及
（但不限于）反映收入、成本、费用、缴纳税款、发票等情况的所有涉税
资料和证明材料。因你公司不在注册地址经营且逃避接受检查，上
述《限期提供纳税资料通知书》无法直接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现将《限期提供纳
税资料通知书》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二○一五年一月五日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美安·产业加速器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公示

美安·产业加速器建设项目位于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规划范围
内，项目地南侧为美安三横路，北侧为规划十四路，西临美安四纵路，东
边为规划九路。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将修规方案
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5年1月7日至2015年1月22日）。
2.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www.gxq.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com.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规建局，邮编：571152；
（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5580618，联系人：朱明刚。

2015年1月7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关于注销土地证书的通告

陈健名下土地证号为冲坡国用（2002）字第002号
的宗地位于利国镇桥西，面积为194.2平方米，县人民
政府已依法收回土地合用权。因土地使用权人未将土
地证交回我局办理注销登记，依据《土地登记办法》第
五十条规定，现登报注销上述土地证，该土地证不再具
有法律效力。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月4日

临高县博厚镇敦太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于2015年1月6日
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完成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
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江西省城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深圳市金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云南景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截止日期为 2015年 1月 9日。公示期内，如对上述中

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临高县国土资源局投诉或举报，电话：
0898-28284491。

招标人：临高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亚联工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7日

临高县博厚镇敦太洋基本农田整理项目
中 标 公 示

（2007）海中法执字第270号
（2011）海中法拍字第9号

本院在执行海南嘉富投资有限公司（原申请执行人海南文化旅业
发展公司）与海南深发房地产开发公司、第三人海口市中大置业总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电脑随机选定
确认，委托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国盟拍卖有限公司对第三人海口市中大置业总公司享有的海口
市国用（籍）字第Q2230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项下12920.88平方米土
地使用权的一半即6460.4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共有使用权中的相应
权利份额）、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223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项下
11996.4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一半即5998.2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共
有使用权中的相应权利份额）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参考价：4250万
元，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现将公开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1月28日9:30；2、拍卖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大厅（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3、拍卖
标的物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月22日17:00时止；4、拍卖
标的物咨询地点：有意竞买者可向海南产权交易所及受委托的上述三
家拍卖机构了解详情；5、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5年1月22日12:
00前到账为准；6、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5年1月26日
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7、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

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银
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1）海中法拍
字第9号案件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
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2）拍卖标的
为共有土地使用权中的份额，不划分对应地块。拍卖成交后，法院不交
土地实物，只裁定将原共有使用权人海口市中大置业总公司变更为买
受人，并通知土地管理部门过户；（3）本次拍卖地上建筑物的拆迁、安置
等问题均由买受人自行解决并承担相应补偿费用。

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75号凤凰新华文化广场五楼
咨询电话：66558026杨先生 13876048813
报名电话：66558023李女士
受托主拍机构：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903室
电话：0898-68581785 13707561158
受托协拍机构：海南天都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昆南路88号禧龙国际大厦11楼
电话：0898-36681160 18208989830
受托协拍机构：海南国盟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36号海外大厦十三层
电话：0898-66765286 13158900168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88350

2015年1月6日

联合拍卖公告

受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1月23日
上午10时在我公司大厅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万泉美地
国际生活村第 2幢 2单元 205号房产，建筑面积：52.51m2，参考价：
34.9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注意事项：本次拍卖按标的物的现
状进行拍卖，拍卖标的物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
证》，办理拍卖标的物过户手续所产生的税费按照法律规定承担。展
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2015年1月20日在标的物所在地展
示。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月20日17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至法
院指定账户（开户名：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华夏银行
聊城东昌支行；账号：12751000000691929），并持有效身份证件和竞
买保证金缴纳凭证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新村588号海景湾大厦主楼20层
联系电话：0898—36326216 13876696927 范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0635—8421615 李法官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0102期）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海土资籍【2014】387号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2499号、
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2500号、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2501号
土地证和补发土地证的通告

海口市城建集团海口盛泰房地产有限公司向我局申请补发
位于海口市海甸岛人民西路沿江五路北侧的三本《国有土地使
用证》。经查，该单位持有的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2499号、海
口市国用（籍）字第Q2500号和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2501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上述土地证不再
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
我局地籍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
该单位补发上述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12月22日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 曾觉

“你看，这条街就是在他们反映下
修好的。帮助身边百姓办点贴心事，
这些老头们既热心，又能办事！”指着
镇上的繁华街，万宁市和乐镇的居民
老符感慨地说。他所说的老人们，同
属于一个集体：和乐镇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原来的繁华街泥泞不平，正是
经过这一党支部的多方筹措40万元，
才很快得到修缮。

夕阳不残，发挥余热为乡邻百姓解
决点现实问题，是这个党支部的本色。
2014年11月，支部获评“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集体”。获奖的背后，是一件一
件撑起来的一串实事。

在位于和乐镇政府的支部办公室，
案子上堆了一叠厚厚的调研报告。“我
们这帮老人，就爱到处和乡亲们聊，了
解到什么问题，就去考察研究，向政府
部门反映。”支部书记叶永青说。

在乐群村，村民翁月芹至今都在感
激这群老人们。这个村的防潮堤曾长

期处于老化状态，动不动就溃堤，虽不
至于淹村，但却害苦了她和乡亲们的稻
田。在了解这一问题后，叶永青带着其
他干部一道认真走访研究，形成调研报
告上报市有关领导。仅过了几天，10万
元的修缮款项就批了下来。“这两年台
风很大，但我的田受损很少，要感谢老
同志们！”她说。

除了当干部时积累的调研功力，这
些老人们还爱帮助不良青年。77岁的
林尤清就是此中“高手”。泗水村的青
年林明亮曾经染上毒瘾，父亲的话怎么

都听不进，2012年时就被锁在屋子里。
同在村里的林尤清想，对孩子不能这么
粗暴，“所以我就利用和他从小建立的
好关系，一连几天到屋子里开导他，最
终让他心甘情愿地配合治疗。”如今，改
过的林明亮已经当起了理发师，过上健
康稳定的生活。

对于83岁的王师荣而言，尽管他经
常给青年们劝架，资助缀学的孩子复
校，但他引以为一辈子自豪的事，还是
关于调解村民纠纷的一件事。2009年
至2010年的时候，在他的老家坑上村，

村民们因为建房发生土地纠纷，一时间
气氛剑拔弩张。就在相持不下的时刻，
王师荣毅然决定把自家2.8亩种了近40
年的林地无偿划给5户乡亲建房。而这
2.8亩地，估价足足有35万元！

“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但有人说
我是说话不腰疼。我觉得他们说得有
理，就把地让出了，”他面带微笑地回忆
道，“有人说我老糊涂，但再多的土地，
大家住着不和气有什么用？作为老党
员，我不怕多做点牺牲！”

（本报万城1月6日电）

万宁和乐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热心公益，获评“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

爱管“闲事”，管出个“全国先进”

本报营根1月6日电（记者林容宇 特约记者黎
大辉 通讯员朱德权）今天，记者从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金融办获悉，近日，琼中印发了《琼中县农民房
产权、林权抵押融资试行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的通知，农民房产权可作为抵押物进行贷款。

自2007年以来，琼中实施的农民小额信用贷
款已经成为琼中农村金融改革的一张名片，但随
着社会发展，有一部分农民想进一步扩大融资规
模时，却发现缺乏有效抵押物而被银行拒之门
外。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进一步创新农
民房产权融资抵押模式，拓宽融资渠道，琼中结合
实际，制定该《意见》。《意见》中最核心内容就是
农民可以用房产权进行抵押贷款，贷款用途主
要用于生产、生活领域。

琼中金融办主任关远大介绍，目前，该县试点
湾岭镇大边村已有37户农民通过农房抵押贷款
获得资金170万元，满足他们新建房屋的资金要
求。

为拓宽融资渠道

琼中推行农房抵押贷款

本报嘉积1月6日电（记者蔡倩）今天上午，
琼海市潭门渔港内，14艘崭新气派的钢船泊在港
口一字排开，彩旗招展，为这个千年渔港增添了几
分喜气。隶属潭门镇的第一批500吨级钢船已有
近一半入港。

据悉，潭门镇第一批500吨级钢船共29艘，
于去年10月由浙江宁波造船厂开始铸造。这
些钢质渔船具有“快、稳、自动化、安全”等特点，
700千瓦的大马力大大缩短了航海时间。潭门
渔民赴南海捕鱼作业大多都为100吨左右的木
质渔船，船体较小，配套设施和安全系数都跟不
上，渔民只能靠岛礁潜捕，赴远洋外海作业存在
较大困难。如今，钢质渔船内设雷达、航行报警
接收器、避碰机、探鱼器、电台等现代化先进设
备，不仅增强了船体抗风险能力，对渔民安全也
更有保障。

“造了大船，我们就有实力去远洋，捕更多更
大的鱼了！”潭门船东柯维秀说，政策扶持让渔民
们造大船更有底气，一艘500吨的钢质船总造价
500万元，由国家补贴150万元、琼海市政府补贴
30万元。

潭门镇委书记庞飞告诉记者，剩下的15艘
500吨级钢船将在3个月内全部交付使用。

潭门14艘500吨级
钢船入港启用
剩下的15艘将于3个月内投入使用

本报保城1月6日电（记者易建阳 特约记者
黄青文）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水贤教学点两位老
师坚守30余载，面临退休的王东、王强渴望有年
轻老师来“接班”。针对本报反映的问题，保亭教
育局高度重视。“我们已经开会研究，决定安排年
轻老师以支教的形式，到水贤教学点开展教学工
作。”县教育局局长伍四明今天告诉记者。

水贤村、什东村距离八村中心校有近10公
里，山路坎坷，有些地方还要蹚水过河，小学生如
果走读，将会十分危险。“水贤教学点较为偏僻，
年轻老师一般留不住，王强、王东老师的担忧我
们可以理解，不过，请他们放心，即使他们退休
了，水贤教学点也不会解散。”保亭教育局人事股
相关负责人表示，教育局会安排支教老师去教学
点上课。“目前，水贤教学点两个老师教3个班，
师资确实安排不足，我们下一学期将会安排一位
老师去支教。”

保亭教育局回应水贤村教学难题

用支教方式
填补师资缺口

本报海口 1月 6日讯 （记者侯小
健 通讯员陈长吉）备受关注的G98环
岛高速大茅隧道安保工程正加快推进，
截至去年底，整体工程完成建安费1707
万元，占计划的68%。右洞（东线高速
海口往三亚方向）已于去年12月16日
完工通车，左洞（东线高速三亚往海口方
向）正在封闭施工，计划今年春节前完工
通车，这是记者今天从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的。

针对G98环岛高速公路大茅隧道
存在的灯光照明及供电能力不足、监控
设备欠缺等问题，省交通部门自去年10
月8日起将启动该隧道交通工程设施改
造工程，完善隧道灯光照明、电力、监控
等相关配套设施，改造内容主要包括隧
道交通标识标线、隧道内路面改建，监
控、消防、通风、照明系统、洞身装饰等，
以消除安全隐患。

环岛高速大茅隧道安保工
程正加快推进

左洞计划春节前
完工通车

海口：

世纪大桥
“强筋健骨”

本报海口 1月 6日讯（记者许春
媚 王黎刚 通讯员杨雄信）海口观
澜湖国际旅游度假区意欲参评第 10
届联合国人居环境奖，今天，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专家组来到海口对度假
区在生态旅游、环境保护和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措施与成果进行了全面

考察。
据了解，“联合国人居环境奖”是由

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于1989年
开始创立，用以鼓励和表彰世界各国为
人类住区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政府/
组织、个人和项目，是全球人居领域最
高规格的奖励。

此次前来海口考察的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专家组由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可持续消费与生产部部长阿拉布·
霍巴拉、全球人居环境论坛秘书长吕
海峰以及美国圣塔莫妮卡市长帕姆·
奥康纳组成。专家组对度假区内的
酒店、温泉等设施以及观澜湖华谊冯

小刚电影公社和观澜湖新城项目进
行了实地考察。霍巴拉对观澜湖的
可持续发展商业综合体模式表示了
赞赏，“可持续发展工作不应只是一
项国家强制性的工作，更应该是一个
项目，有商业利润才能更好地可持续
发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专家组前来考察

观澜湖竞逐联合国人居环境奖

本报五指山1月6电（记者易建阳
通讯员王国军）日前，五指山市出台了
《深化城乡公交体制改革推进城乡公交
运营一体化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通过改革，实现城乡公交线路覆
盖城区达100%，实行部分农村客运线
路公交化改造，做到线网布局科学合理，
群众出行换乘零距离。

《方案》提出，五指山市将引进有实
力的经营主体参与经营，以先进规范的
管理模式、管理手段带动五指山市公交
客运市场健康发展，政府出台实施公交
客运补贴制度，保证公交客运市场正常
运转，合理规划设置停车场、候车亭、候
车站牌等配套设施。

《方案》要求，五指山市将针对现有
3条公交线路布局欠合理的现状，通过
调整、增加和改造的途径，使公交线路由
原来的3条增加到6条。目前，五指山
市城区公交车共26辆，改造后的两条农
村客运线路将增加15辆客车，共计客车
数量41辆，使得公交运力满足市场需
求。另外，五指山市在原18辆出租车基
础上，再投放符合国家环保标准要求的
22辆出租车。

五指山市力推城乡
公交运营一体化

新闻 追踪

本报那大 1月 6日电（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夏佟）一垄垄新整理的畦
地向前延伸，一株株玫瑰苗依次栽植
下去，雨后初晴的田野显得格外清爽
怡人。近日，儋州 3000 亩爱尚玫瑰
观光产业园项目在该市那大镇屋基
村正式启动。

据了解，儋州爱尚玫瑰观光产业
园项目总投资 2.5 亿元，着力打造集

“高新特色农业+传统村落文化+休
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产业园。这是
三次产业高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化项

目，包括玫瑰生产种植、示范、繁育、
销售，玫瑰酒文化为主题的庄园文
化，玫瑰主题旅游观光和体验，玫瑰
衍生产品研发和深加工，热带珍稀花
卉繁育、研究与科普教育以及商贸服
务与生活配套等六个子项目系统。
在项目规划实施中，将充分利用“鹭
鸶天堂”屋基村的山水田林路原生态
地貌，以不破坏植被生态为原则，将
生产、加工、展示等功能区规划于较
为平整的农田区域，将原地貌低洼地
改造成供鹭鸶栖息的生态地带，将玫

瑰酒庄休闲观光功能区规划于水渠
地带，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保护农田、
村落、湿地的原生态地形地貌。

为促进这个玫瑰观光产业园建设
快速推进，项目用地采取多种方式：一
期生产性用地704.36亩，以农地租赁方
式取得；二期150亩为玫瑰深加工项目
工业用地，以申报工业用地方式取得；
三期2300亩玫瑰生产性用地，以农民
土地经营权入股和“公司+合作社+农
户”方式为主，辅以部分农地租赁。在
开工现场，屋基村小组组长符风仁透

露，现在村民们足额领到了租赁资金，
很多村民还在项目基地打工，在家门口
就能拿到1700多元的月工资，并享受

“五险”待遇。
儋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那大

镇党委书记陈海洁说，爱尚玫瑰观光
产业园是市委、市政府根据“调优做
精第一产业、发展壮大第二产业，重
点突破第三产业”发展思路而引进的
高新技术项目，以多种创新模式开发
建设，就近就地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
就业。

那大玫瑰观光产业园项目启动，总投资2.5亿元

千亩玫瑰园铺就浪漫致富路
儋
州

1月6日下午，技术工人正在海
口世纪大桥上对斜拉索进行维修的
情景。

据了解，世纪大桥长期以来受
海洋性气候等因素影响，其拉索体
系出现了局部锈蚀及外层PE损
伤。市桥管公司组织实施大桥拉索
及锚头防腐处理工程，对大桥176
根斜拉索开展防腐处理、梁端防水
罩修复等工作。维修大桥期间，将
不影响交通正常通行。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