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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七稽告[2017]3号

海南森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460040324170903,
法定代表人:肖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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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6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
查，鉴于目前你公司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联系人
均无法联系，相关涉税文书无法直接送达，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
（琼国税七稽检通一[2016]1号）、《调取账簿资料通知书》（琼国税七
稽调[201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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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208室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66162362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
2017年3月6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7]186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
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
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
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办
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
无异议。联系电话：68512605。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2月22日

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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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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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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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苏伟、苏力、苏忠雄：

根据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3）陵民初字第
96、99、100号《民事判决书》及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已生效
的（2013）海南一中民三终字第146、147、1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
认苏伟、苏力、苏忠雄三人分别与陵水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签订的三份《陵水黎族自治县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同
时，根据县委专题会议纪要﹝2014﹞16号第一条的内容，现按照法定程
序，决定撤销苏伟、苏力、苏忠雄分别与陵水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签订的各三份《陵水黎族自治县城镇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县
拆迁办的《地块证明书》（地块编号：新桃源安置区105号、371号、372
号）和县住建局的《建设规划许可证》（469034201300383、
469034201300384、469034201300381）。特此公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社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住建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拆迁办公室 2017年3月6日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70316期）

受委托，定于2017年3月16日10：00在我公司拍卖大厅第
三次公开拍卖：位于龙昆北路国贸中心海联1#楼 401、402、
403、501、502、503六套房产（清单备索）。每套建筑面积为
161.49m2，钢混结构，有房产证。参考价：74万元–80万元/
套。竞买保证金：10万元/套。特别说明：上述房产按现状拍卖，
产权属公司所有，拍卖成交后房产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
担。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3月13日。有意者请于
2017年3月14日16：00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
保证金到账为准。竞买保证金交纳名称：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
公司；账号：46001002836053006884；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
口椰岛支行。 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经贸大楼9层

电话：0898-66721736 18976590511
网址：www.hnxkypm.com

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海南公立成人高校、成人专科、本科学历教育优选，免成人高考入学考试
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本科可授予学位

开设专业类别：文史、财经、理工、旅游
校总部咨询电话：65699668、65655998、66115373
分校咨询电话：文昌分校63299166，琼海分校62819613、

62230458，三亚分校88214928，
屯昌分校67831937，东方分校25583266，
儋州分校23885117，五指山分校86623720

校总部报名地点：
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电大一楼招生接待中心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3月8日

我公司"宝信小区1#地块"位于金马大道西侧，东至金马大道，

南至宝信小区3、5#地块温泉谷小区，西至金江工业园用地，北至金

马加油加气站。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金江国用【2001】字第3087

号，金江国用【2006】第3825号。因部分坟墓位于我公司上述土地

范围内，影响了上述土地的平整和开发建设。为此，现将坟墓迁移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一、迁移范围，宝信小区1#地块内所有坟墓。二、

迁移期限，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3月17日止，上述范围内的坟墓

属主须在此期限内将坟墓自行迁移。逾期未迁移者，将视为无主坟

墓处理。

特此通告。

澄迈宝信实业有限公司。联系人:吴先生 13519810790。

坟墓迁移公告
我公司"宝信小区1#地块"位于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西侧（金

马加油加气站南侧），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金江国用【2006】字第
3825号。现因土地平整需要，特通告如下：我公司已委托澄迈县测
绘所进行现场测量，并出具了《宝信公司用地范围与李向群围墙示意
图 》，现 已 确 认 你 方（ 姓 名 ：李 向 群 ，身 份 证 号 ：
460027195911100079)建设的建筑物（一道围墙及一间一层的平
房）已越界，占用了我公司“宝信小区1#地块”部分面积。根据《土地
管理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你方占用上述土地已侵犯了我
公司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宝信小区1#地块”的平整及开发。自本通
告发布之日起至3月17日止，请你方自行拆除越界建筑物。逾期未
拆除的，你方自行承担所有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通告。
联系电话:67630629，澄迈宝信实业有限公司。

拆迁通告

(2016)琼0105执恢11号
申请执行人海南亿达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陈卜川、韩
洪燕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的（2015）秀民二初字第38号民事
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本院已查封被执行人陈卜川名下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镇高登路
琼建宿舍区四幢202房（产权证号HK201869）房产及被执行人陈卜
川名下位于海口市红城湖南侧时代家园15层B-15C房产（预售许
可证号：20100086），拟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拍卖程序，如对上述房
产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一七年三月二日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在韩国首尔市中心，支持弹劾朴槿惠的“反朴”民众参加集会。 新华社发（李相浩摄）

特检组公布最终调查结果认定

朴槿惠涉贪腐等多项嫌疑

此外，特检组还认定，朴槿惠
在崔顺实介绍下，接受注射玻尿酸
等违法私人美容整形治疗。青瓦
台总统府相关人员还涉嫌向相关
医生经营活动提供特别关照。

特检组去年 12月正式启动
调查，最长调查期限为 70天，2
月 28 日到期。特检组表示，由
于调查时间受限，将向检方移交

“亲信干政”后续调查材料。目
前，韩国检方已成立特别侦查本

部接手调查。
另据韩国媒体报道，朴槿惠方

面对特检组这一调查结果表示强
烈不满，并否认特检组相关指控，
批判特检组完全由在野党推荐组
成，质疑特检组有失公正。

有分析认为，尽管特检组公
布调查结果，但是朴槿惠、李在镕
等方面坚决否认检方指控，预计
在未来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辩双
方将展开激烈辩论。

接受违法私人美容整形治疗

国家情报院是韩国情报及国家
安全机关，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建
立。

眼下，朴槿惠弹劾案的法庭辩论
全部结束，只待宣判，朴槿惠的政治
命运即将见分晓。如果她被罢免，韩
国须在60天内举行大选；如果弹劾
案被驳回，她将返岗主政。

宪法法院原有9名法官，前任院
长朴汉彻卸任后剩下8人。据韩联
社报道，2月28日起，宪法法院的8
名法官进入闭门评议程序。一般来
讲，除公休假日外，宪法法院会进行
一个星期左右的评议，然后宣读判

决。
据悉，宪法法院在本月10日或

13日作出裁决的可能性最大。8名
法官中至少要有6人同意弹劾，朴槿
惠才会被罢免。

如果在10日宣判中朴槿惠被罢
免，大选有可能于5月9日举行；如
果13日作出罢免判决，则大选可能
在5月10日举行。

面对激烈的舆论交锋，宪法法院
代院长李贞美在最后一次庭审上表
示，为使国家和社会尽快从混乱中稳
定下来，“深感责任重大”。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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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朴槿惠弹劾案裁决在即

韩宪法法院遭情报机构监听？
韩国宪法法院预计

将于一两周内对总统朴
槿惠弹劾案作出最终裁
决。然而，韩国媒体4日
曝料称，宪法法院最近数
月遭到韩国情报机构的
“监听”。

这则传言引发哗
然。韩国最大在野党共
同民主党前党首、眼下在
潜在总统候选人支持率
民调中领先的文在寅5
日呼吁立即调查此事是
否属实。

韩国汉城广播公司（SBS）4日
援引一名国家情报院前高级官员的
话报道，宪法法院审理朴槿惠弹劾案
期间，国家情报院一直在悄悄搜集有
关宪法法院的情报。

文在寅的发言人朴光彦（音译）5
日说，“根据媒体报道，一名国家情报
院（前）官员透露该机构自今年1月以
来一直在监听宪法法院……如果此
事属实，这属于严重违反官方纪律”。

韩国国会2016年 12月 9日通
过针对朴槿惠的弹劾动议案，宪法法
院按相关程序应在180天内作出最
终裁决。外界普遍预期，宪法法院会

在代院长李贞美本月13日卸任前作
出宣判，以避免因法官人数过少而影
响裁决公正性。

就宪法法院被曝遭监听一事，朴
光彦呼吁立即对“谁下令执行监听，
所搜集的情报最后落入谁手，宪法法
院官员事前或事后是否被告知监听
一事”等问题展开调查。

韩国国家情报院随后在一份新闻
公报里回应说，所有指控均“毫无依
据”，SBS的相关报道缺乏证据或证
人。“我们已就这则报道向SBS表达强
烈抗议，并要求对方更正报道。我们正
准备一系列反制措施，”新闻公报说。

据新华社首尔3月6日电 韩国负责“亲信干政”事件调查的特别检察组6日在首尔公布最终调查结果，认定总统朴槿惠涉嫌共谋受贿、介入“文化界黑名单”等多项嫌疑。

特检组当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长达100页的“亲信干政”事件调
查结果报告。报告认定三星集团在副
会长李在镕指示下，向崔顺实一家和未
来财团、K体育财团、韩国冬季运动英才
中心提供430亿韩元（约合2.5亿元人
民币）贿赂，以换取总统朴槿惠对三星
物产和第一毛织两家公司合并的支持，
使李在镕稳固三星集团继承权和获取
经营权。特检组认为，朴槿惠在这一事
件中存在共谋受贿嫌疑。

存在共谋受贿嫌疑

特检组认定，朴槿惠介入“文化
界黑名单”的制定。调查结果显示，
2013年9月至2016年9月，朴槿惠
介入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电影振
兴委员会和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
院有关文化艺术振兴基金的审查，
要求排除19位候选人当选文化艺
术委员会责任审议委员的资格，同
时禁止黑名单上人员参加政府赞助
的活动或从相关活动中获益。朴槿
惠还涉嫌与青瓦台前秘书室室长金

淇春、前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金钟德
共谋，要求对执行“文化界黑名单”持
消极态度的文体部三名公务员辞职。

特检组还认定，朴槿惠涉嫌应
崔顺实要求，介入韩国驻缅甸大使
和韩国国际协力团社长的人事任
命，为崔顺实谋取私利。

对于韩国社会关心的2014年
4月16日“岁月号”沉船事故当天
朴槿惠的7小时行踪，特检组表示
尚未得出明确调查结论。

介入“文化界黑名单”的制定

据新华社首尔3月6日电 （记者姚琪琳
耿学鹏）韩国军队联合参谋本部6日说，朝鲜当
天早上在平安北道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
4枚导弹。

联合参谋本部室长卢在千（音译）在当天上
午的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朝鲜于韩国时
间7时36分（北京时间6时36分）在平安北道
东昌里一带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
离约为1000公里，飞行高度约为260公里。

卢在千说，目前韩美军方仍在对导弹的信
息进行分析。但目前来看，导弹是洲际弹道导
弹的可能性较低。

韩国舆论认为，朝鲜是想通过这一试射活动
向正在进行的韩美“秃鹫”联合军演表示抗议。

代行总统职权的国务总理黄教安当天上午
在总统府青瓦台紧急召开国家安保会议时强烈
谴责朝鲜再次试射导弹，并表示韩国政府将与
国际社会紧密合作，让朝鲜受到应有的惩罚。

朝鲜方面尚无此次导弹发射活动的相关报道。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孙辰茜）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表示，安理会有关决议
对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有明确
规定。中方反对朝方违背安理会决议进行有关
发射活动。耿爽说，中方也注意到，美韩正在进
行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当前形势下，
有关各方都应保持克制，不做相互刺激，加剧地
区局势紧张的事。

3月6日，在韩国首都首尔，人们观看关于
朝鲜试射导弹的电视报道。 新华社/法新

韩国军方称

朝鲜试射4枚导弹

3 月 5日，在伊拉克城市摩苏尔西部城
区，伊政府军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交火，硝
烟滚滚。

伊拉克政府军收复摩苏尔西部城区的战事
继续有所进展，目前已收复西城南部4个街区，
并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其他多个
街区展开激烈争夺。持续数月的战事已致使当
地28.6万民众逃离家园。 新华社/法新

收复摩苏尔：

伊政府军继续推进

A B C

朴槿惠政治命运10日或13日将见分晓情报院回应：指控“毫无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