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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监管机构的说法，大众集
团立即发表声明，否认相关指控，坚称
该集团并未在所涉车型中安装“作弊”
软件。

“大众集团强调，没有在3.0升的
六缸柴油发动机车型上安装任何通过

被禁止方式调整排放数据的软件，”声
明说，“大众将与美国环保署全面合作，
以澄清这一事件。”

大众集团一名消息人士2日说：
“我们希望进一步了解监管机构如何得
出这一结论。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作

出上述认定，希望有更好的机会了解相
关数据。”

同一天，保时捷公司发表声明，
对美监管机构的说法表示“惊讶”。

“获悉有关通报前，我们所掌握
的情况是，保时捷‘卡宴’柴油动力车
型完全符合（美国各项法律法规），”
声明说。

徐超（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大众集团发表声明否认相关指控

保时捷、奥迪等豪华品牌涉作弊

德国大众遭二次重创

最新被发现的“作弊”车主要配置
排量3.0升的六缸柴油发动机，涵盖
2014年款到2016年款车型，涉及大约
1万辆豪华车。

按照美环境保护署的说法，涉嫌安
装“作弊”软件的这些车型在接受尾气排
放检测时会自动调至节油模式，以符合
排放标准。环境保护署辛西娅·贾尔
斯说，在检测结束的“一秒钟后”，软件
自动调回“正常”模式。而在实际上路
测试中，这种“正常”模式产生的尾气
排放量最多超标8倍。

“我们掌握明显证据证明（大众集
团的）这些违规情况，”贾尔斯说，“大众
又一次没能履行遵守保护清洁空气法
律的义务。”

贾尔斯说，这些车上安装的“作
弊”软件属于非法，大众因此触犯了美
国清洁空气法案的两项条款，即制造
和销售装有“作弊”装置的汽车，以及
制造和销售不符合美国尾气排放标准
的汽车。

最新发现的
“作弊”车涉及
大约1万辆豪车

大众尾气排放丑闻9月曝光后，美
国环境保护署和加州空气治理委员会
等监管机构对包括大众在内的多个品
牌车辆展开联合调查，以确认这些车辆
是否存在已知情况以外的违规问题。

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先
前就“排放门”丑闻专门展开调查。对
此次新问题，委员会表示“大众是时候
把事情全部说清楚了”。

“环保署扩大的调查带来了新的问

题，”委员会领导层发表的联合声明说，
“排放作弊现象到底有多普遍？为何这
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

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布卢
门撒尔认为，大众集团应该为排放作弊
承担应有责任，美国政府也应该因为这
种非法行为而剥夺大众在美国可能享
受到的任何优惠待遇。

“大众是时候把事情全部说清楚了”B

这是2015年5月21日，一名工人在德国内卡苏尔姆的工厂内为一辆奥迪车安装标志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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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海南日报摄影记者3名，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

盟。

一、招聘要求

1.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新闻事业。品行端

正，能自觉遵守职业道德，事业心和责任感强；

2. 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专业不限；

3. 具备良好的新闻摄影水平，能熟练运用各种摄影

器材和图片处理软件；

4. 有媒体采访和摄影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

5. 年龄3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者登陆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

栏，下载填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

至hndailyjob@163.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

名+毕业院校+应聘岗位），报名时请明确应聘岗位。报名

截止时间为2015年11月13日。

三、录用程序

我集团将按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审批等

程序，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人事处

联系电话：（0898）66810054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规划七路道路两侧绿化带项目工程，招标人(项目业

主)为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招标范围为市政道路两旁

绿化、园建、绿化给水工程。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

人资格且同时具备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叁级以上资质，近三年来（2012
年1月起）承接过单项绿化工程合同金额达500万元（含）及以上的业

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

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级

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

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详情请于2015年11月4日起

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联系人：王小姐，电

话：0898-68597606。

勘察设计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疏港公路拓宽工程，项目业主为海口国家高新区

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招标范围包括工程测量及岩土工程勘

察、概念性方案设计及中标后编制深化、初步设计及概算编

制、施工图设计等；本次招标要求单一投标人应同时具备市政

公用行业（道路）设计甲级或以上资质和工程勘察甲级或以上

资质；接受联合体投标，应由具备市政公用行业（道路）设计甲

级或以上资质的设计单位和具备工程勘察甲级或以上资质的

勘察单位组成;详情请于2015年11月4日起登录《海口市建

设工程信息网》（http://www.hkcein.com）联系人：王小姐，电

话：0898-68597606。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粤海片区粤海一路项目，招标人海口辉邦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招标范围：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排水工程、绿化工程及照

明工程等。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

止近三年内完成的市政公用工程单项合同金额达500万元（含）及以

上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

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含以

上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

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详情请于 2015 年 11月
04 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联系人：王

小姐，电话：0898-68597606。

以上车辆以现状净价拍卖，整体优先。车辆过户税费及相关费用
均由买受人承担。竞买保证金：30000元每辆。展示时间：2015年11
月9日至11月10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1月10日下午5时前
到本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6层
电话：66736719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20151111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5年11月11日上午10:00时在我司拍卖大
厅公开拍卖以下车辆：

1
2
3
4
5
6

序号 车牌号
琼A50633
琼A12028
琼A39222
琼AJ7750
琼AJ8126
琼AA7755

车辆类型
江铃全顺JX6541D-M
柯斯达SCT6700RZB53L
本田思威RD5
宝马523LI
宝马523LI
大捷龙1C8GYB4R

购置日期
2005.7
2005.2
2002.11
2008.3
2008.3
2005.7

参考价（元）
8600元
41000元
26000元
153000元
147000元
52000元

海口西海岸房地产项目
白蚁防治工程公开招标公告

一、因业务发展需要，我单位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进行白蚁防

治工程公开招标，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有意者请来电联系报

名。

二、报名时间：2015年11月4日～9日

三、报名时需提供的资料：法人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资

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以上证件核原件收盖公

章彩色复印件）

四、联系人：董小姐 0898-66810879

海口西海岸房地产项目
桩基础超前钻勘察服务公开招标公告

一、因业务发展需要，我单位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进行桩基础

超前钻勘察服务公开招标，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有意者请来

电联系报名。

二、报名时间：2015年11月4日～9日

三、报名时需提供的资料：法人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资

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以上证件核原件收盖

公章彩色复印件）

四、联系人：董小姐 0898-66810879

海口西海岸房地产项目
桩基础工程质量检测服务公开招标公告

一、因业务发展需要，我单位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进行桩基础

工程质量检测服务公开招标，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有意者请

来电联系报名。

二、报名时间：2015年11月4日～9日

三、报名时需提供的资料：法人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资

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以上证件核原件收盖公

章彩色复印件）

四、联系人：董小姐 0898-66810879

国营海南省佛罗林场
公 告

为保护国有森林、林地合法权益，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绿
化宝岛大行动要求，根据省检察院、省林业厅打击破坏森林资源
犯罪、保护海南生态环境专项行动的部署，国营海南省佛罗林场
决定开展对非法侵占国有林地搭棚种瓜的清理工作。

现通知各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国营海南省佛罗林场用地范围
内违法占用林地搭棚种瓜的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于2015年11
月10日之前到林场办公室协调有关事宜。逾期不来，我场将视
为无主瓜棚，予以依法强制拆除处理。

联系人：刘东云（电话：13807540213 85598454）
黄明弟（电话：13976236551）

国营海南省佛罗林场
2015年11月2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变 更 公 告

海土资用字〔2015〕453号
海南东升老人院有限公司：

将2015年9月30日我局在海南日报刊登《关于注销土地登
记的决定》（海土资用字[2015]373号）中的“海口市国用（2010）
第012620号”变更为“海口市国用（2013）第002576号”。

请你公司在接到本公告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海口市国用
（2013）第00257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送回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如你公司对本公告有异议，可自接到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
向海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亦可在6个月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10月29日

为进一步加强代开普通发票管理，优化纳税服务，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和规范税务机关代开普通发票工作的通知》
（国税函〔2004〕1024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就代开普
通发票的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要求代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填写代开普通发票申请
表，代开普通发票申请表式样见附件。

二、要求代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税务登记证件（实行“三证合一”制度的企业只需提供加

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按规定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
的单位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自然人提供身份证明。

（二）经办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三）付款方（或接受劳务服务方）对所购物品品名（或劳务服

务项目）、单价、金额等出具的书面确认证明。
三、要求代开发票的个人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以及应税

服务，收入金额在5000元（含本数）以下的，只需提供身份证明。
四、税务机关应当加强代开普通发票的管理，明确代开发票

岗位的职责，做好岗前培训。建立健全代开发票的领用、开具、保
管、缴销制度，建立代开发票的登记台帐，建立定期对委托代开岗
位的监督检查制度。代开发票的证明材料要装订成册，立卷存
档。

五、申请代开单位和个人与他人勾结，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
取税务机关代开发票以“少缴税，多抵扣”的，按照《征管法》及其
《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处理。

六、税务人员违反规定徇私舞弊或者玩忽职守代开发票，不
征或者少征税款，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税务人员滥用职权，应为
申请代开单位和个人代开发票而故意刁难的，调离工作岗位，并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七、本公告自2015年10月1日起执行。《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关于简化税务机关代开普通发票工作的通知》（琼国税函〔2010〕
286号）和《海南省国家税务局关于代开普通发票的公告》（海南省
国家税务局公告2013年第9号）同时废止。

附件：代开普通发票申请表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2015年9月30日

项 目

付款方

收款方

经办人

本次申请
项目

合 计

本月累计开票次数

申请人
声明

项目

本单位（人）申请代开发票的相关事项真实，如有造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名 称

计量单位

纳税人识别号、身份证号码或其他证件号码

单价

本月累计收入金额

数量

联系电话

收入金额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关于加强代开普通发票管理若干问题的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公告 2015年第8号

附件
代开普通发票申请表

关于屯琼高速K68+307至K114+336段
机电工程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屯琼高速公路机电工程施工的需要，为保障施工期间交通
运输和工程施工安全，确保工程按质按量顺利完成，现需要对屯
琼高速部分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5年11月5日至2016年1月30日
二、管制路段:屯琼高速K68+307至K114+336
三、管制方式:为确保施工安全，根据施工实际情况，对屯琼

高速K68+307至K114+336段进行单幅单车道的交通管制。
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

交通管理安全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5年11月5日

据新华社巴格达11月3日专电（记者陈序）据
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消息，伊拉克国民议会财务委员
会主席、前副总理艾哈迈德·沙拉比3日突发心脏病
去世，享年71岁。

伊国民议会财务委员会秘书长海赛姆·贾布里
当天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沙拉比的随从3日
早晨发现他死于巴格达北部卡济米耶城区的家中。

沙拉比出生于巴格达一个富有的什叶派家庭，
曾流亡到美国，并于1992年组建了反对伊前总统萨
达姆·侯赛因的伊国民大会，受到美方重视和资助。

2003年萨达姆政权倒台后，沙拉比返回伊拉
克，成为伊政治重建进程中的重要人物。美国政府
2004年指责他向伊朗出卖美国情报，停止对他的支
持。他于2005年出任伊政府副总理，2006年5月
去职。沙拉比生前曾多次遭遇暗杀袭击。

伊拉克前副总理
突发心脏病去世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2日专电（记者刘彤
杨江玲）当一名仅1岁零5个月的幼童遭遇一条毒

蛇，会发生什么情况？答案并非人们通常想象的那
样，结果竟然是幼童咬死了毒蛇。

据巴西媒体报道，本月1日下午，巴西南里奥格
兰德州莫斯塔达斯市一家医院匆匆赶来一对母子。
据母亲介绍，儿子洛伦索在自家庭院玩耍时，接触了
一条蛇。她担心孩子被咬，遂带着孩子前来就医。

然而，医生在对孩子进行检查后，并未在其身上
发现任何伤口，也没有出现中毒的迹象。如释重负
的母亲这时才说，当她看见自己的儿子时，孩子口中
正死死地咬着蛇，蛇还在挣扎并试图逃脱。

巴西1岁幼童咬死毒蛇

这是2013年7月2日，在德国斯
图加特保时捷工厂内拍摄的保时捷标
志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美国环境保护署

2日证实，德国大众集

团旗下数个高端品牌

的中大型柴油车同样

涉嫌安装应付尾气排

放检测的“作弊”软

件，涉及大众“途锐”、

保时捷“卡宴”、奥迪

A6和Q5等车型。

业 内 分 析 师 认

为，美监管机构的最

新发现将进一步冲击

已经遭受“排放门”重

创的大众集团。

大 众 及 其 旗 下

保时捷名牌发表声

明，否认美监管机构

的说法。

美国国防部官员2日证实，俄罗斯客机在埃及
西奈半岛坠毁时，美方一颗红外线卫星凭借红外热
成像技术在几乎同一坐标处探测到一个闪光点，显
示客机当时可能经历某种程度的爆炸。

俄罗斯科加雷姆航空公司一架空中客车A321
型客机10月31日在埃及西奈半岛上空飞行时坠
毁，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这架客机从埃及红
海旅游城市沙姆沙伊赫起飞，目的地是俄罗斯圣彼
得堡市。俄方官员说，飞机可能在空中解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防部官员的话
报道，红外线卫星所探测到的闪光点，在发生时间和
经纬度上均与客机失事的相关数据相符，应该来自
于这架失事客机。 徐超（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美卫星探测到
俄坠毁客机“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