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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洋浦地税公〔2016〕1号

海南中汇油品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我局经采取上门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均无法将税务文书送达

你公司，并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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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采取公告的
方式向你公司送达《洋浦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责令限期
改正通知书》（洋浦地税限改〔2016〕26号）。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

2016年9月13日
附件：
《洋浦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洋浦地税限改〔2016〕26号）
附件

洋浦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
洋浦地税限改[2016]26号

海 南 中 汇 油 品 储 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040578714800）：

你（单位）违反税收管理，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印花税（所属期
为2011年12月），契税（所属期为2011年12月），城镇土地使用税
（所属期为2012年1月至2016年6月）的纳税申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令[2001]第49号）第六十二条规定，限你（单位）自收到本通知后7
日内到洋浦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大厅依法办理纳税申
报事宜。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海
南省洋浦地方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
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洋浦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直属分局
2016年9月13日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6年9月21日10：00时在海口市金龙路锦
江之星酒店会议室一楼举行公开拍卖。拍卖位于儋州市那东公路3
公里处西侧，面积20万平方米（约折合300亩）土地使用权。委托拍
卖标的物的产权证号为：《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为儋国用（那大）字第
15939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证号为儋他项（1999）字第013号。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850万元，汇款截止时间：2016年9月20日下午3
时止，以实际到帐为准。

报名截止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9月20日下午5时止。
特别说明：以下人员不得参与标的物的竞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农行工作人员、债务人海南佳景路桥工程
有限公司管理层及主要股东，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本标的物整体净价拍卖，拍卖资产
的权利及瑕疵以竞买协议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9月20日下
午5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联系地址：海口市金龙路怡和别墅三栋东侧
联系电话：13307511116 0898-68512443杨先生
委托方监督电话：(符先生13907632222、林先生13807550738)

海南浩天拍卖有限公司
二0一六年九月十四日

海南浩天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 01期）

省级储备土地出让预公告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拟近期公开出让2宗省级储

备土地，现将有关情况预公告如下：

文昌市省级储备土地拟出地块编号：省储让2010-7，土地

用途为零售商业餐饮混合用地，地块面积25434.08m2（合38.15

亩）；容积率≤2.0，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建筑限高≤25
米；出让年限40年。出让地块位于航天大道片区新港路北侧、

滨海湾路西侧地段，东临航天主题公园、东郊椰林风景名胜区；

南临高隆湾旅游渡假区，可遥望南海。西临文昌市行政中心和

航天发射办公生活区；北临八门湾旅游度假区。区域内以东环

铁路为轴，“两桥一路”西接海口，交通便利；在航天城项目的带

动下，依托自然和生态文明片区为支撑，突出山海风光与航天

科普旅游相结合的特色，具有极高的投资价值。

屯昌县省级储备土地拟出让地块编号：省储备让 13-

00101，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旅馆业用地），地块面积32394m2

（合48.59亩）；容积率≤1.0，建筑密度≤25%，绿地率≥40%；出

让年限40年。该地块位于屯昌县屯城镇城北新区，西临中线高

速，东至海榆中线，南到屯城镇，是屯城镇城北未来商圈及人口

集中区，将同其他用地共同组成屯昌城北生态科技新城，将建

设成为海南省新型中部城镇示范区。

有意者可到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

美贤路9号408室）咨询。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

com http://www.ggzy.hi.gov.cn

咨询电话：0898-65236137 65236159

联 系 人： 李先生 何先生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2016 年秀英区“双创”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

（监理）监理招标，招标人：海口市秀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招标代理机构：河南兴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概况：（详
情请登录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看招标公告）。工期：
90日历天。招标范围：施工总承包的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
及保修阶段的全过程监理。投标人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
标人具备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业绩要求：详情请
登录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查看招标公告。 本次招标
分为五个标段，投标人仅可就一个标段进行投标，本次招标不接
受联合体投标。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6
年 9月 14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hkcein.com）下载
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00元（售后不退）。投标文件
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6年10月08日08时30分，开标地点为为
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逾期
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本
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
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等媒介上发布。联
系人：何工 电话：0898-68523617。

中标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黄岭村、三门坡镇大塘土地复垦项目施

工、监理标于2016年09月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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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理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第
二中标候选人：海南丰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
建弘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新坐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二
中标候选人：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
泰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2016年09月14日-19日），如有异议请
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投诉，电话：0898-66818882。招标人：海口保
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招标代理：海南佳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海南宝徕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01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位于海口市国贸路16号金福城小区C栋197房（证号：HK047407
号，建筑面积：118.56m2），参考价：65.817万元，保证金20万元。位于
海口市南海大道1号汇宇金城6号楼1002房（证号：HK160645号，建
筑面积：85.4m2），参考价：41.355万元，保证金10万元。位于海口市
海德路9号现代花园C1幢 2-207房（证号：HK108812号，建筑面积：
166.84m2）参考价：100.755万元，保证金25万元。现将第二次拍卖事
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6年9月30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
市琼山区兴丹路10号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A栋1203房拍卖厅；3、
标的展示及办理手续时间：至2016年9月29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
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6年9月28日17:00前
(以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
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标的账号：
1009454890000649。6、缴款用途须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
101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
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话：0898-
65342918 13034927009；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拍卖公告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16年9月19日10时至2016年9

月2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0898/2）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拍卖标的：被执行人卢传安名下位于琼海市嘉积镇银海经济开发区的

房产（房产权证号：海房权证海字第24006号，建筑面积：567平方米）及

相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海国用（2008）第0934号，面积：

162平方米）。(拍卖标的物详情见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详细信息可查

询“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标的物详情咨询

电话：0898- 65301122、18889538939，法院监督电话：0898-

65301167，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白龙南路28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琼海市支行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60921期）

受委托，定于2016年9月21日上午10：00时在本司拍卖厅公开
拍卖以下标的物：位于万宁市万城镇文明北路东侧，包括万宁大酒店
主楼8799.08平方米房产、附属设备楼1047.99平方米房产、房产所占
土地使用权3547.50平方米，以及酒店配套设施等。竞买保证金：600
万元。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9月20日16时止。特别说明：以下
人员不得参与标的物的竞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农行工作人员、债务人海南万宁腾达实业发展公司管理层及
主要股东，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9月20日16时前缴纳竞买
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及来我司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
号森堡大厦七楼。电话：66531951 13876269988（谭先生）。委托
方监督电话：王先生13907559619、李先生13005020156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160914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9月29日10:00在我司拍卖
厅公开拍卖被执行人陈居岱非法行医罪等案件所扣押赃物一批。参
考价：36661元。 竞买保证金：3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
至9月26日11: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9月26日11:00前
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于2016年9月26日17:00
前到账，逾期将不再受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账号：
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按顺序填写竞买人姓名或
名称、（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3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天
悦拍卖有限公司；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59号正昊大厦22层；电
话：68555961 18508955059；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6年9月30日下午3:00在我司拍
卖厅公开拍卖：海南兆祥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目前尚在建设中的位于
海南省定安县塔岭新区富民大道西侧公园一号第三期B栋商住楼共
29套房产，即：第一单元第二层201、202、203，第三层301、302、303，
第四层401、402、403，第五层501、502；第二单元第二层201、202、
203，第三层301、302、303，第四层401、402、403；第三单元第二层
201、202、203，第三层301、302、303，第四层401、402、403号房。参
考价：289.4335万元。 竞买保证金：100万元。情况说明：以上标的
整体拍卖，成交后除契税由买受人承担外，其他所有的相关税费由被
执行人承担，承担方式为从拍卖所得款中扣除。标的展示时间：自见
报之日起至9月28日11:00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6年9月28日
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交
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帐号：1009689400000122。缴款用途
处须分别填明：竞买人姓名、（2016）海南一中法拍字第41号竞买保证
金。拍卖单位：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
号半山花园晓峰阁1588室；联系电话：0898-36375711

菲总统要求美特种部队
必须撤离菲南部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12日呼吁美国特种部队士兵从菲律宾南部地区撤出，免得“帮倒忙”，被反政府的
阿布沙耶夫武装盯上。

杜特尔特当天在一场新任政府
官员就职仪式上发表上述讲话，称对
阿布沙耶夫武装而言，在菲南部协助
训练菲政府军的美国特种部队士兵
是“较有价值的绑架目标”。

阿布沙耶夫武装宣称效忠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成立于上世纪90年
代初，主要在菲南部活动，参与制造
了一系列袭击和绑架活动，以索要高
额赎金知名。

“这些特种部队士兵必须走人，”
杜特尔特说，“我不想与美国闹矛盾，
但他们必须走。他们（阿布沙耶夫武
装）真的会杀了他们（美国人），还会
绑架他们索要赎金。”

杜特尔特的家乡达沃市一处街
边市场2日晚遭遇爆炸袭击，导致至
少14人丧生。爆炸的幕后主使被证
实是阿布沙耶夫武装。杜特尔特随
即宣布菲律宾进入“紧急状态”。

2002年，美国向菲南部派遣士
兵，帮助训练当地菲政府军并提供咨
询，以打击阿布沙耶夫武装。美军部
署在菲南部三宝颜市、霍洛岛和巴西
兰岛的军事人员人数一度多达1200
人，上述地点是阿布沙耶夫武装的重
要据点。2002年以来，有数名美国特
种部队士兵在菲南部丧生。

2015年，美军向菲南部地区派遣
军事顾问的项目中止，但仍有少数特
种部队士兵留守从事后勤和技术支
持工作。

今年3月，菲律宾与美国达成一
项协议，允许美军以轮换驻扎的形式
使用5座分处不同地点的军事基地。
菲美加强军事合作，在菲国内一直存

在不少反对声音，曾引发民众示威抗
议，被批为“引狼入室”。

上述协议达成时，杜特尔特还
未上台，尚不清楚他所领导的菲律
宾政府是否会对两国军事合作“动
刀”。

美国曾在菲律宾拥有多处军事
基地和大量驻军。由于菲国内抗议，

美军1992年关闭最后一个军事基地，
撤出菲律宾。1998年，美菲签署《访
问部队协议》，美军能以“访问”名义
实现在菲的长期军事存在。2014年
4月28日，美菲又签署《加强防务合
作协议》，允许美军在菲预先部署武
器装备，在指定区域兴建军事设施或
升级现有基础设施。

杜 尔 尔 特 上 台 后 的 一 些 涉
美表态近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
焦点。

本月5日，杜特尔特在回答如何
消除奥巴马对菲国内“反毒风暴”担

忧的媒体提问时突然发飙，大骂奥巴
马“你个婊子养的”，警告美方不要对
他主导的反毒行动“指手画脚”，强调
菲律宾“不再是殖民地”。

美国次日宣布取消奥巴马同杜

特尔特原定在东盟峰会期间举行的
会晤。

不过，对于这起风波，杜特尔特
称，是媒体“断章取义”，自己虽爆粗
口，但并非针对奥巴马。

12 日，杜特尔特还在讲话中
重申了他上周的说法，即美国在
一百年前对霍洛岛上的居民实施
了暴行。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中秋节前夕，泰国下大力气整治
中国赴泰“零团费”旅游团幕后操纵集
团。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科甘12日
在泰中联合召开的发布会上说，目前
中国游客数量持续增长，相信今年中
国赴泰游客量能突破1000万人次。

泰中两国旅游管理和执法部门
12日就打击“零团费”乱象的影响联
合召开发布会，科甘在会上介绍，泰国
政府近来清查“零团费”操纵集团活
动，使仍处在“零团费”运营模式中的
相关企业受到影响，某些地区的访客
量将在短期内减少，但游客总体数量
并未下降，而是持续增长。

科甘说，9月1日至11日期间，中
国游客访泰数量同比增长了33.74％；
今年1月到9月11日以来，中国游客数

量同比增长了19.34％，而这期间所有
访泰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12.10％。

中国国家旅游局驻泰办事处和中
国驻泰大使馆都对泰国政府严打“零
团费”乱象的举措表示支持。

据悉，泰国旅游警察联合多个执法
部门于8月24日对OA运输集团及其
旗下的皇家珠宝、皇家蛇药、皇家旅游
餐厅、曼谷皮具中心进行突击检查，发
现这些公司都是中国“零团费”旅行团
的操纵者，并查处了该网络流动资产超
过100亿铢（约合20亿元人民币）。

9月9日，泰国旅游警察再次排查
OA运输集团，陆续扣押其2155部旅
游大巴，并冻结该集团及其旗下381
个公司的资金共计47亿铢（约合9亿
元人民币）。

据泰国《泰勒报》报道，OA运输
集团是泰国接待中国旅游团的旅游业
巨头，拥有超过7000辆旅游大巴，几
乎垄断了赴泰中国旅行团的用车。这
家公司低价或免费租大巴车给泰国地
接旅行社，条件是旅行社需要把旅游
团带去OA集团旗下的各种珠宝、食
品和蛇药购物店，这样可给旅行社
30％左右的购物佣金。

“零团费”旅游操作模式已在泰
国存在了 20 余年。游客在所在国
旅行社缴纳低于旅游成本价的团
费，抵泰后当地地接社把他们带入
一系列旅行社指定的购物店，并向
其兜售自费项目，以游客额外的消
费填补少交的团费。

陈家宝（新华社曼谷9月13日电）

泰国严打“零团费”乱象
中国游客今年有望突破千万人次

这些特种部队士兵
必须走人

是否会对两国
军事合作“动刀”？

重申美国100年前
对菲居民实施的暴行

在泰国老虎园失踪的中国女游客已找到
这张摄于9月13日的手机照片显示，在泰国春武里府，警方找到失踪的

中国籍女游客（左）。
日前在泰国春武里府一老虎园失踪的中国山西籍女游客13日晨已被找

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领保组组长钱蓉13日向新华社记者确认，这名女游客
已被找到且通过医生检查，她身体状况良好。但“走失”细节尚不能确认，具体
情况仍在调查中。 新华社发

逾6.5万

日本百岁老人创新高
近九成是女性

9月15日是日本的“敬老日”。厚生劳动
省13日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全日本百岁以上
老人数量达65692人，创历史新高，且连续46
年增加，其中将近九成是女性。

厚生劳动省认为，医疗水平提高是百岁老
人增加的重要原因。全国百岁以上男性8167
人，比2015年增加327人；女性达57525人，比
去年增加3797人。

厚生劳动省1963年开始百岁老人调查时，
全日本只有153名百岁老人，此后持续增加，
1998年超过1万人，2007年达到3万人，2012
年突破5万人，去年首次超过6万人。

截至2015年，日本人平均寿命为女性87.05
岁，男性80.79岁。眼下，日本最长寿的女性是鹿
儿岛县喜界町的田岛那美（音译），老太太今年
116岁；最长寿男性是东京都大田区的吉田正光，
今年112岁。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法国监狱发生暴动事件

9月12日，在法国中西部城市普瓦捷附近，
防暴警察和消防员在维沃讷监狱入口处忙碌。

据法国维沃讷监狱消息，数十名犯人12日
发动暴动。 新华社/法新

叙利亚军方宣布
在全国范围停火7天

9月11日，在叙利亚库奈特拉市附近，一名
叙反对派武装人员站在一辆坦克旁。

叙利亚军方12日宣布自当天起在全国范
围实施为期7天的停火。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