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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尽己所能，践行公益”，2017年
5月31号上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
到来前夕，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副
总裁丁峰先生携景区工会、党支部、
共青团及T·A旅行天使，代表总裁
孙林先生及景区全体员工到三亚市
社会福利院进行慰问，给孩子们送
去节日祝福和各类生活物资。

三亚市民政局相关领导、三亚
市社会福利院院长王皇对景区慰
问人员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介绍了
福利院的概况、发展历程和现阶段
开设的课程，并带领他们共同参观
了孩子们的起居、生活及学习场
所。丁峰先生在详细了解福利院
孩子们的生活状况后，向其送去景

区节日慰问品，包括2台 3匹立式
空调、2台空气净化器、各类儿童益
智玩具及生活用品，赠送物资总价
超3万元。

随后，旅游区工作人员自发进
行福利院的打扫清洁工作，并与孩
子们开展游戏互动，给孩子们营造
了一个更加整洁健康的生活环境。

丁峰先生表示，“企业作为社
会公益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积
极担起社会责任，做出社会表率。
蜈支洲岛旅游区长期以来都十分
关心、关爱儿童，关注社会公益事
业，希望能够给予福利院孩子们力
量，帮助他们茁壮成长，借公益之
光照亮他们的童年与未来，让社会

更加温暖。”同时，他表示，福利院
的保育师们作为特殊的教师群体，
工作繁忙且压力大，景区也希望在
今年教师节前后通过邀请他们到
蜈支洲畅玩来释放压力，从而为这
些孩子们更好地服务。

相关领导表示，感谢蜈支洲岛
为孩子们带来的节日慰问和对社会
公益的支持，并希望有更多的爱心
企业加入到公益事业中来。

从走访革命烈士到探望福利院
儿童，从慰问困难户到建立高校助
学金，公益一直是蜈支洲岛旅游区
企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逐
渐发展为企业新常态。社会公益之
路，蜈支洲稳步健行。

探望三亚市社会福利院儿童 用公益照亮孩子童年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7号

海 南 兴 茂 盛 业 科 技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460100324098358，法定代表人：庄海运)：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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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琼
国税五稽告[2017]3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
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
规定，对你公司在2015年8-10月将2份虚假的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
书（号码 720620151065101579-L02、42272015277015094-L02、
671120151115011416-L02、420220151027026640-L02）认证抵扣
的违法行为拟罚款500000元。

联系人：郭怡琳、吴江珍 联系电话：（0898）6679250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

稽查局
特此公告

2017年5月31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6号

海 南 蓝 图 高 科 科 技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460100324179713，法定代表人：王忠)：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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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琼
国税五稽告[2017]5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对
你公司在2015年8-10月将2份虚假的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号码
422720151277043027-L02，671120151115011785-L02）认证抵
扣的违法行为拟罚款500000元。

联系人：郭怡琳、吴江珍 联系电话：（0898）6679250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

稽查局
特此公告

2017年5月31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5号

海南金源谷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460100395792240，法
定代表人：韦炜)：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相关人员，
涉税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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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琼
国税五稽告[2017]4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告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规定，对
你公司在2015年8-10月将2份虚假的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号码：
520220151025027825-L02，521220151125007848-L02）认证抵
扣的违法行为拟罚款500000元。

联系人：郭怡琳、吴江珍 联系电话：（0898）6679250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

稽查局
特此公告

2017年5月31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七稽告[2017]9号

海南万达峰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183288,法定
代表人:朱美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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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了
检查，现将检查结果告知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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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国税七稽罚告 [2017]2号）
公告送达，拟决定对你公司2015年8月至10月期间以3张虚假海关
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申报抵扣增值税税款的行为处500,000.00
罚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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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206室
联系人：蒙女士 莫女士
联系电话：66264775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
2017年5月31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八稽告[2017]2号

海南益华创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098649,法定
代表人:王在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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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至2017年2月28日期间的涉税情况进行
了检查，现将检查结果告知你公司。鉴于目前你公司已不在注册地
址办公，法定代表人和财务负责人均无法联系，相关涉税文书无法直
接送达，我局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国税八稽罚告
[2017]3号）公告送达，拟决定对你公司2015年8月至10月期间以3
份虚假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申报抵扣增值税税款的行为处
500,000.00罚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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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203室
联系人：陈先生 左女士
联系电话：66161962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
2017年6月1日

省农垦医院职工集资房项目建
筑设计方案调整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拟建的“职工集资房”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
草坡，属省建设厅批复的海南省农垦总医院职工保障性住房。我局
2012年5月按修规核发了E4#、E7#、E10#、E11#、E14-20#职工集
资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设计方案，调整内
容为保留7层现状住宅楼，E19#楼调整至原修规的E12#、E13#北侧
位置建设，由原批建的四个单元21层调整为两个单元26层；E16、
17#号楼向北平移10米；E11#首层架空部分调整为物业管理用房；
E15#楼首层架空部分调整为老人活动室；地下室使用功能调整。调
整后各项指标符合修规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
年6月1日至6月14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
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
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
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吴毓旺。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6月1日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经过7天
的角逐，第十三届全运会帆船帆板预
赛5月31日在大连瓦房店将军石港
收帆。海南帆船帆板队大获丰收，共
夺得10个全运会决赛名额。

海南帆船帆板队获得全运会决
赛资格的项目为：男、女RS：X级和
女子470级均获得2个决赛名额；男

子激光级、男子芬兰人级、女子激光
雷迪尔级、男子470级各获得1个决
赛名额。获得决赛资格的选手分别
是：毕焜、符峰（男子RS：X级），林
炽香、黄燕结（女子RS：X级），黄丽
珠/倪胜楠、冯惠敏/谢金莲（女子
470 级），陈勇/闻友健（男子 470
级），周伟文（男子激光级），陈亚娜

（女子激光雷迪尔级）和符永密（男
子芬兰人级）。

本次比赛于5月25日开赛，共有
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近400名帆船
帆板运动员参赛。海南队派出23名
运动员参赛，其中帆船运动员17名，
帆板运动员6名。

在此前举行的全运会OP帆船预

赛中，由符才坤、张锡勇、周明莹、吴丽
兰组成的海南OP帆船队获得了决赛
入场券。

海南帆船帆板队是海南竞技体育
的王牌队伍，海南帆船帆板选手曾代
表中国参加过奥运会，夺得过亚运会
银牌；曾在全运会中为海南代表团夺
得3枚金牌；多次在全国锦标赛和冠

军赛中夺得冠军。本届全运会，海南
男女帆船470级等重点项目将向全运
会奖牌发起冲击。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
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帆船帆板运动
协会主办，大连市体育局、辽宁省水
上运动管理中心、瓦房店市人民政
府承办。

全运会帆船帆板预赛收帆

海南帆船帆板队夺10个决赛名额
省青少年足球赛高校组收兵

海南大学队夺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激扬青春·快乐健康”

2017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高校组预选赛近日
结束。海南大学队在点球大战中击败海南师范大
学队，获得冠军，海师大队和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队分获亚军和季军。这 3支球队获得参加
2017年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青年男子组总决赛
的入场券。

9所海南地区高校代表队参加此次比赛。在决
赛中，海南大学队与海南师范大学队鏖战120分钟
战成1：1平，经过7轮点球对决，最终海南大学队以
5：4（点球4：3）获胜。在三四名决赛中，海南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队以2：1战胜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队。

■ 阿成

随着最后一个出场的段莹莹被横
扫出局，参加本届法网正赛的五朵中
国金花只有张帅一棵独苗“存活”到第
二轮。还有几位金花连资格赛都过不
了。这恐怕是中国金花这些年来在大
满贯赛上的最差战绩。

要说中国金花不擅长打红土场，
恐怕有人会急，李娜不正是在法网实
现大满贯冠军的伟大突破吗？但那是
李娜，也只有一个李娜。中国选手不
擅长打红土场是公认的事实，场地少、
训练少应该是重要原因，李娜自己也
说过红土并非她擅长的场地类型。

现役金花在法网的战绩实在不怎
么样。法网是彭帅唯一没有打进过16
强的大满贯，最近5年来她在罗兰加洛
斯仅拿到过1场单打胜利。其余金花

“一轮游”是常态。红土场球速最慢，不
易攻死对手，要想获得好成绩得有好的
相持能力和移动能力，还有人们说得很
玄乎的“滑步”本领。“津门三朵花”张
帅、彭帅、段莹莹，击球力道都够猛，但
移动是明显弱项，在红土上更显笨拙。

有人说本届法网中国金花战绩不
好与签运差有不小关系。其实也就王
蔷和郑赛赛的首轮对手有些吓人，大
威和 2 号种子普利斯科娃，对于金花
来说太过强大。但王蔷和郑赛赛虽然

落败，却是五朵金花中表现最好的，郑
赛赛带伤作战表现可圈可点，王蔷战
大威甚至有不小胜机。王蔷和郑赛赛
是本届法网五朵金花中移动和防守最
好的，近来她们有意加强攻击力，比赛
中更富冒险性，看来效果不错。

张帅是金花中唯一的种子选手，
32号种子是最末一位种子，但也保证
了首轮不会碰上太强的对手。张帅首
轮虽然获胜，但表现其实一般，面对无
名之辈维基奇，好一番苦战才惊险过
关。这也不奇怪，法网之前张帅在红
土上已遭遇6连败。

张帅的好签运还在继续，第二轮对
阵世界排名仅第98位的萨斯诺维奇。
排名与实力很多时候并不对等，但张帅
再闯一关值得期待。若闯关成功，第三
轮很可能碰上状态正佳的8号种子库兹
涅佐娃，如无大意外，这恐怕是这棵金
花独苗本届法网的尽头了。若能打进
第三轮也是值得庆贺的，张帅此前在法
网的最好战绩仅是第二轮而已。

红土场难见“金花”盛放

法网战报
女单
第二轮

男单
第二轮

蒂姆3：0伯莱里

戈芬3：1斯塔霍夫斯基

特松加1：3奥利沃

科维托娃0：2马泰克

大威2：0奈良久留美

穆古鲁扎2：1康塔维特

上港双杀苏宁
挺进亚冠八强

5月31日晚，在亚冠联赛1/8
决赛次回合比赛中，上海上港队客
场3：2击败江苏苏宁队。加上首
回合2：1获胜，上港双杀苏宁，以
总比分5：3淘汰对手，连续第二
个赛季杀入亚冠八强。

此战上港外援埃尔克森
为上港队首开纪录。图为埃
尔克森（右）进球后与队友拥
抱庆祝。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德国杜塞尔多夫5月30
日电（记者张寒 王子江）中国乒乓球
队总教练刘国梁30日接受新华社和中
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由于女队主教
练孔令辉被暂停工作、回国接受调查，
国乒队紧急调整赛时工作安排，决定
由女队资深教练李隼暂代孔令辉负责
杜塞尔多夫世乒赛余下的工作。

“李隼是位老教练，培养了很多
奥运冠军、‘大满贯’，对我们现役国
手和主要对手比较熟悉，所以暂时在

具体的工作中由李隼来负责，”刘国
梁说。而他作为向全队负责的总教
练，工作重心也会向女队倾斜，“因为
女队少了一个教练，所以大事上、决
策上，我的工作重心会有所倾斜”。

具体到刘国梁会否分担一部分
女队主教练职责、会否帮女队做一些
场外指导的工作，他说，这些工作的
细节会在木子取得正赛资格之后根
据她的抽签情况、中国女乒比赛场次
的具体时间来确定。

在他看来，中国女乒不会因为这
件事而影响此次世乒赛的参赛。“我
觉得我们中国乒乓球队还是有这个
实力，我们的教练组我相信是世界上
最优秀的教练组，应该能赢得球队队
员和大家的信任；同样，我更相信我
们的运动员，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运动员，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在这
样的世界大赛当中，我们的球队更加
会众志成城，在艰苦的局面当中打出
更好的成绩。”刘国梁说。

李隼暂代女乒主教练职务
刘国梁称迎战世乒赛信心不变

阿森纳与温格续约两年
本报讯 北京时间5月31日，英超劲旅阿森

纳官方宣布，与主帅温格续约两年。
阿森纳仅以一个足总杯冠军结束了这个不堪

回首的赛季 但球队还是选择与温格续约，一旦温
格履行完这份合同，他将执掌阿森纳长达23年。

温格在续约后敞开心扉，“我深深爱着这家俱
乐部，同时我也对未来充满着乐观和兴奋的期
待。我们随时都在尝试着如何变得更加强大，我
们有着出色的球员，并且在补强后会取得更大的
成功。我保证，在今夏和明夏继续增强实力，重新
回到联赛冲冠的道路上。” （小文）

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

柯洁逆转姜东润进八强
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中国棋院消息，

世界围棋第一人柯洁九段31日在韩国进行的LG
杯世界围棋棋王战16强中执白中盘逆转胜韩国
棋手姜东润九段，闯进八强。

刚刚在“人机大战”中0：3负于阿尔法围棋的
柯洁在与人类棋手的比赛中赢得二连胜，中国棋
手在八强中占据了半壁江山。

中国队的江维杰、谢尔豪和杨鼎新也都进入
了八强。不过，刚刚参加了人机团队赛的3位中
国队的世界冠军陈耀烨、唐韦星和周睿羊均被淘
汰出局。陈耀烨、唐韦星不敌崔哲瀚和李元荣，周
睿羊负于日本第一人井山裕太。另外一个八强席
位被韩国棋手申真谞占据。

八强战和半决赛预计将于11月进行，柯洁、
谢尔豪、江维杰和杨鼎新将分别迎战申真谞、崔哲
瀚、李元荣和井山裕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