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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临高县人民检察院移交的临高县公安局加来机场派出所
存在违法违规将外来人口迁入加来机场落户的线索，经我局对
2010年至2014年度迁入临高县公安局加来机场派出所落户的人
口进行调查核实，认定以下附件的外来人口在不符合海南省外来人
口迁入条件的情况下，采用弄虚作假的手段冒用随军证明文件违规
将外来人口迁入加来机场落户，我局决定自公告期满之日起，将根
据《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国发【1977】
40号和《转发公安部三局关于对弄虚作假非法落户被注销户口人员

在原迁出地恢复户口有关问题的批复的通知》（公告）【2006】360号
精神，要求违规在加来机场的当事人，如在公告期内不能提供合法
有效迁入落户依据或自动返迁回原籍的违规户口，我局将注销当事
人户口的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临高县公安局

附件名单 如下

公 告

不符合随军条件、手续不正规320人名单
江晓丽、王衍蔺、鲁志瑛、肖逸白、李红明、何文雅、吕焕青、吕彭悦、王萍、张炜欣、高驰、李丙花、高亿涵、罗旋、林华娟、梁林、梁嘉琳、郭

伶俐、茹洁、吴军、金庭舒、吴海燕、李晨溪、刘彩云、王子恒、康宝晶、汪洋、李秋艳、纪焱文、纪厚铭、郭海霞、赵国媛、周广红、黄敬贻、胡凤伟、
王宇含、韩顺美、高宇、汤慧、张亦驰，赵飞、余佳境、王书华、汤晓华、杨海霞、郭霄涵、占如意、姬嘉鑫、仝保华、常明、王艳秋、耿振崴、郭素娥、
李富奎、唐静云、刘毓松、郭海英、杨楚钰、晁玲君、孙硕、王继萍、章鹤川、罗丽华、田惊鸿、张鹦鹉、姬厚企、罗亚玲、蒋诣涵、刘平珍、伍娟、李
春蜀、李和晋、林岚、常海欣、郭玉珍、卓星月、于荣、高雅妮、陈运连、关东霞、罗娟娟、任子航、武震林、崔铭娣、侯国丽、尹嘉琪、赵淑辉、张翔
宇、张晋源、赵巧玲、李光睿、江华、张港钊、谭燕华、方博轩、王捷、彭映月、付勇、张奕然、陈瑞花、张育铭、庄丽、赵怡楠、余芳群、陈奕捷、牛桂
云、高袆婕、何茂侠、彭怀涛、刘萍、翟子豪、杨晓燕、谢添、张永凤、向智扬、王秀蓉、彭禹璇、唐燕、赵梓聪、王翠玲、张铮男、唐建、郑可盈、李
雷、刘秀丽、赵浩、谭江华、张博炎、申双荣、汤凯、潘海波、李湘敏、齐一璇、齐嘉跃、张长瑞、穆子豪、王瑞红、巫晨阳、邓霞、程春燕、闫立群、黄
欣怡、胡彦彦、李昕然、黄晓秋、徐志龙、杨军霞、龙心悦、胡洋、涂美荣、张皓楠、张梅芳、张昭娴、周红红、刘佳妮、刘珍妮、刘佳瑞、刘玉平、杨
雯轩、江中艳、张富铭、曾玉、杨越姝、娄小球、孔令然、李加群、杨龙、王秀华、黄景杰、曾令芳、吴雨轩、连玉萍、庄舒婷、杨娜娜、韩昀霏、冯年
风、刘逢荣、崔玉芳、黄逸歆、洪攀敏、程廖博、程彦博、王大花、罗贤浩、袁勇、刘琼月、刘泽宏、焦燕燕、何悦铭、刘艮秀、周哲鹏、赵天、吴德艳、
周浩、方永红、周妍、黄燕、符可欣、杨智慧、郭锦华、齐雪玲、龚诗琪、曹爱兵、高雪羚、方伏香、郑鑫隆、谢玉凤、高鹏坤、孙立霞、曲立森、程思
淼、程诗乔、王玲、吴凯鸿、程斯麒、童庆芳、刘进超、鲁佳文、段存镇、彭峰、常立梅、李沫霖、周景、平阿伦、郭婧彤、王颐红、罗晶晶、朱月红、杨
文博、黄金霞、李雨豪、代红英、张子健、葛素玲、葛乾元、徐珊、徐鑫、李丽辉、周少华、高素珍、郭丹、杨松伟、冯杨、史粉、张策、李云娟、孙懿
颖、李小玉、杨丽君、丁小兰、刘园菲、左国珍、谭浩哲、侯昭敏、郜帆、阎英利、周隆元、杨纯英、康家菘、肖群红、刘小小、毛新连、吕河桦、杜晓
红、杜沛柯、伍莲娣、陈泽钧、刘晓辉、陈俊山、陈双箭、孙翼婷、薛子慧、余敏轩、聂桂红、余骏雄、王敏、伍洲、岳素惠、秦志云、于秀华、马帅、庞
茹慧、朱晨雪、朱婉雪、陈丽、董悦辰、郭玉巧、王亚宁、毛莉红、熊忆杉、李后梅、瞿中槐、刘英健、伍兵、张玉芳、石祖欣、石祖乐、单云龙、林小
兰、熊旭、孙彩虹、李岩、王洋、张少颖、胡伟、何培玉、扈建春、毛英泽、毛英男、牟夏、李锦燕、尹静、多博学、程燕、周艳琼、王恩灵、许洲当、段
燕琴、吴旭红、羊娅玲。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6〕1号

海南广艺昌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098704232；
法定代表人：黄丽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我局对你公司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的涉税情况
进行了检查，现将检查结果告知你局，但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
证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相关的涉税文书
无法送达，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国税二稽罚告
[2015]14号）公告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6年1月27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

10号8602；联系人：王心博；联系电话：0898-66790537

受委托，定于2016年2月18日本公司将拍卖以下标的：

海口市滨海大道235号兆南西海豪园V8610栋住宅区，面积

457.90平方米（2层）。

标的物以现状净价拍卖凡涉及到买卖双方税，费均由买

受人承担，委托方提供相关过户手续。

联系电话：68536335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金融花园B栋205房

海南信合亿圣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7日

拍卖公告

2016年1月18日18时许，在三亚市国道225线366km+700m（三
亚市崖州区梅山镇海路段），一辆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摩
托车乘员受伤经送医院于2016年1月21日抢救无效死亡。

死者特征：无名氏，男性，年龄约30岁左右，身高169cm,留短发，
体型偏瘦。死者衣着一套黄色短袖上衣，白色运动外套（左胸口衣服
标志为“snmn”），下身着蓝灰色牛仔裤，腰系一条黑色腰带，腰带扣图
案为五角星加麦穗，尸体现安放于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太平间。

现刊登于海南日报，如有知情者请速与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事故处理大队联系，登报后三十日内无人认领的，我公安机关将
按无名尸处理。

联系人：李警官、朱警官
联系电话：13976288388、18689716325

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6年1月26日

认尸启事

公 告
五指山金泰德曜阳度假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五指山

金泰德曜阳置业有限公司，“金泰德曜阳”）已将所持有五指山
金辰曜阳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金辰曜阳”）的全部股权转让
给辰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辰兴发展”），并已于2015年12
月23日办理完毕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现声明，在金泰德曜阳担任金辰曜阳股东期间，金辰曜阳
产生的债权债务依照法律规定以及相关约定处理。如与金泰
德曜阳有关的，由金泰德曜阳依照法律规定以及相关约定承担
责任。

特此公告。
辰兴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五指山金泰德曜阳度假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中标公示
海南省海口市南渡江引水工程监理四标三次招标于

2016年01月20日10:30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
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河南信禹监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山东龙信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河南华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6年01月27日至 2016年01月29日，如有

质疑（或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提出。（注：详情以网络
版公示为主http://218.77.183.48/htms）联系人：海口市水
务局电话：0898-68724702

招标代理机构：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
招标人：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海南新世纪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海口国寿大厦装修改造工程，建设地点海口

市，海口国寿大厦12-23层写字楼装饰装修工程，建筑面积
为8522.68m2。

资质条件：监理标：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房屋建筑工程监
理乙级或以上资质，总监为房屋建筑工程国家注册监理工程
师资格，不允许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总监。凡
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年1月27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
程信息网（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详见海口市建
设工程信息网。联系人：张工 68521851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
关于送达税务文书的公告

琼国税七稽告[2016]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之

规定，因你公司不在注册地址经营，税务文书无法直接送达，现将文书公
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附：公告企业送达名单）

公告企业送达名单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206室
联系电话：66264775 联系人：蒙小姐、莫小姐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
二O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序号
1
2
3

企业名称
海口信隆泰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永泰康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金树辉贸易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
460100082534160
460100397988693
460100097684356

法定代表人姓名
周小娟
张 信
彭术兰

需送达的文书
琼国税七稽罚告[2015]11号
琼国税七稽罚告[2015]12号
琼国税七稽罚告[2015]13号

据新华社北京1月 26日电 1月
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
会，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政府工作报
告（征求意见稿）》和《“十三五”规划纲要
（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李克强说，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是做
好政府工作的重要保证。各民主党派、全
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构成覆盖面广、人
才荟萃，是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邀
请大家座谈，是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五年

规划纲要的重要程序，有利于汇聚众智、
凝聚共识。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在发言中，大家认为，去年面对世界
经济低迷和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的严峻
挑战，中共中央、国务院带领全国上下，攻
坚克难，埋头苦干，不仅完成了全年主要
目标任务，也实现了“十二五”圆满收官，
成绩取得极其不易。大家还从落实新的
发展理念、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
发展新动能、促进消费升级、加大有效投
资、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就做好今年
政府工作和“十三五”时期发展谈了意见。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就加强法治政
府建设、以高科技促进农业现代化等提
出了建议。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就加大
教育扶贫、构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金融体制机制等发表了意见。民建中
央主席陈昌智强调要强化改革引领，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
就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一步
释放需求谈了意见。农工党中央主席陈
竺就深化医改、加快全科医生培养使用
等提出了建议。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就
同步实施国际产能和创新合作发表了意

见。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说，要进
一步改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环
境。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就合理有序开
发城市地下空间等提了意见。全国工商
联主席王钦敏提出要更加重视非公有制
发展和扩大民间有效投资。无党派人士
代表陈章良就促进“双创”和社会服务业
发展等发表了意见。

李克强感谢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
联和无党派人士一直以来对政府工作的
关心和支持。他说，大家的真知灼见对
修改好《报告》和《纲要（草案）》、改进政

府工作有很大帮助，国务院将认真研究
采纳。今年国际环境比去年更严峻，对
我国经济会带来多方面影响。我国经济
本身也处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转型升
级的关键和攻坚时期，必须坚持以新理
念引领发展，牢牢扭住发展第一要务。
各方面要坚定信心，同心克难攻坚，敢于
在战胜各种挑战中赢得新机遇、实现新
发展。政府将与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
联和无党派人士携手合作，真抓实干，汇
聚成推动发展的磅礴力量，确保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良好开局。

必须坚持以新理念引领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
山25日和26日，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登门看望“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任新
民、王希季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得者屠呦呦，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广
大科技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

在看望程开甲时，刘云山称赞他为
我国国防科技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表
示“两弹一星”元勋是国家的功臣、民族

的骄傲，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并就推
进科技兴国听取意见建议。程开甲谈到
要加大创新力度，掌握全球科技竞争战
略主动。刘云山说，建设创新型国家，要
发挥好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形成推进
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

在任新民家中，刘云山悉心询问任
新民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嘱咐有关部门
和单位给予精心照顾。他表示，我国航
天科技事业凝聚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心
血，科技工作者要向他们学习，树立心系

祖国、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把个人价值
追求融入实现国家富强之中。

在看望王希季时，刘云山对他孜孜
不倦致力于我国空间探索事业表示敬
佩。王希季提出要加强国家总体战略和
航天战略对接，加强力量统筹和人才培
养。刘云山说，科技发展关键在人才，希
望老一辈科学家发挥传帮带作用，多为
优秀青年人才、拔尖创新人才铺路搭桥。

在看望屠呦呦时，刘云山赞扬她开
创性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为人类

健康事业作出的贡献。屠呦呦建议深入
发掘中医药宝库的精华，加大对有关科
研项目和团队建设支持力度。刘云山指
出，科技工作者要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
感，发扬“安专迷”精神，勇攀科技高峰，
为人类科技发展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程开甲、任新民、王希季、屠呦呦对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表示
感谢，高度赞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表示要
为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国家实力继

续努力。刘云山说，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
要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创新发展作
为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之策，在
全社会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
风。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加强联
系服务专家工作，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工
作环境、学术环境和生活环境，集聚各方
面优秀专家人才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贡献力量。

刘云山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登门看望著名科技专家

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

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
党派人士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意见建议并指出

1月26日，市民在海口一家年货商店选购新年饰品。
春节将至，海口市的年货市场迎来大批前来采购的市民，浓浓年味弥漫椰城。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新春将至年味浓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6 日电 （林
晖 刘羽佳）记者26日从中央气象台获
悉，随着寒潮过程基本结束，全国大部
地区开始逐渐回暖。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26日早晨，全

国大部地区都处于回暖状态，较25日同
时刻气温普遍上升2至5摄氏度，其中湖
南中北部、四川西北部等地升温6至11
摄氏度。气温0摄氏度线已北抬至福建
北部、江西中北部、湖北南部一带。

但是，寒潮虽然结束，冬雨又将到
来。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日开始至29
日，我国南方大部地区将迎来一次明显
降雨过程，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的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再见了“速冻君”！
寒潮结束全国大部逐渐回暖

据新华社日内瓦1月25日电（记
者张淼）世界气象组织25日发布公报
说，2015 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高出
1961年至1990年平均值0.76摄氏度，
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

在此之前，美国航天局、美国国家
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英国气象局也都先

后发布报告宣布，2015年是现代历史
上最热的一年，打破2014年刚刷新的
最热年纪录。

世界气象组织新任秘书长彼得里·
塔拉斯说，特强厄尔尼诺事件和全球变
暖共同在2015年对全球气候系统造成
巨大影响，使得该年全球温度首次达到

与工业化之前时代相比高出1摄氏度
的阀值。这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升
温幅度首次达到这个水平。

科学家预测，2016年可能更热，而
部分地区的严寒可能只不过是个插
曲。面对地球气候的加速变热，人类采
取应对行动的迫切性日益凸显。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

201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

新华社北京1月26日电（记者靳若城）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方
官员并非东盟国家代言人，希望美方为亚太地区
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有记者问，近日，美方官员对记者表示，东盟
国家希望团结起来，维护海洋权益，避免军事化和
冲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注意到有关报道。美方官员并非东盟国
家代言人，我不对其言论作评论。”华春莹说。

华春莹表示，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本
地区各国的利益。希望美方为亚太地区和平稳定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搬弄是非、制造不和谐。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希望美方为亚太地区
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涉嫌严重
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保安涉嫌严重违纪
接受组织调查

新华社吉隆坡1月26日电（记者赵博超 林
昊）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26日发布声明说，经
过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国人员的检验证实，近日在泰
国南部海岸发现的残骸不属于马航370航班客机。

声明说，在泰国方面发现残骸后，马来西亚民
航局一直与泰国当局和其他调查团队保持着紧密
联系。在泰国民航局的协助下，由马来西亚民航
局、交通部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组成的马方团队
对残骸进行了检验以确定其来源。

声明说，根据调查人员的详细报告，残骸上的
一系列编号与波音777客机不符合，并且它的零
件编号也未列入马航波音777客机的零件图解目
录手册中，因而调查团确定该残骸不属于马航
370航班客机。

马来西亚发布声明

在泰国发现的残骸
不属于马航370航班

1月26日，在印度阿加尔塔拉，一名印度准
军事部队人员在参加共和国日阅兵仪式前为战友
整理头饰。

当日，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在全国多地举
行，迎接第67个共和国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出席
了在新德里举行的阅兵式。 新华社/法新

印度举行共和国日阅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