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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通 知
丁觉英 ：

我单位已于2017年5月2日向你送达关于催告你逾期支付
购房款的《催告通知书》，但在催告期内你仍未履行支付购房款的
义务。

根据《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集
中购买住房协议》（登记序号：HCK1649）的约定，现经我单位研
究决定，注销你回购安置房的选房序号并取消你的购房资格。同
时，保留追究你因逾期支付购房款的违约责任。

你有权对本通知进行陈述和申辩，如有异议，请于收到本通
知之日起3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逾期将视为放弃此权利。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7年6月1日

琼国税六稽告〔2017〕5号
海南金福来贵金属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201378，法
定代表人：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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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处理决定书》（琼国税
六稽处〔2017〕21号）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六稽罚
〔2017〕21号）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
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一.因你公司取得海关套票和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抵扣增值税税额46,459,208.99元，已构成虚开发票行为。
应补缴增值税46,459,208.99元，并依法加收滞纳金 。二.限你公司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
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三.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
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
供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申请行政复议。《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一.上述虚开发票
行为依法处50万元罚款。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
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
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
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
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海口市紫荆路9号12楼；联系人：马女士；电话：
68534021）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
2017年6月1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六稽告〔2017〕7号
海南尚洁源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098702，法定
代表人：莫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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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琼国税六稽罚告〔2017〕23号）公告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一. 你公司2015年8-10
月期间申报抵扣3份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税额合计7,553,
424.10元,经查证，属虚开发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
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等规定处以50万元罚款。二. 你单位有陈述、申
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
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
权利。三 .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
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联系
地址：海口市紫荆路9号12楼；联系人：张女士；电话：68534021）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

2017年 6月1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六稽告〔2017〕6号

海南金梧桐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562419620，法定
代表人：卢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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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琼国税六稽罚告〔2017〕22号）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一.因你公司向河北
盈荣贸易有限公司和重庆铸铭商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依法处50万元罚款。二. 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
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
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三.你单位有要
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
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联系地址：海口市紫荆路9
号12楼；联系人：马女士；电话：68534021）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

2017年6月1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公告
［2016］琼0106执1347号

郑吕雄、丁君：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陈新亮与被执行人郑吕

雄、丁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6］琼0106执1347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及中正信房
估字［2017］第0464号司法鉴定报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O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迁坟公告
根据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2015年新开垦耕地实施方案的通知》（琼中府办[2015]44
号）文件精神，决定征收上安乡辖区内土地，作为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建设用地。征收土地位于罗运村龙眼基地。由于该项目用地
范围内涉及到多座坟墓的迁移问题，为了不影响下一步征地和工
程施工，请位于征收土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至2017年6月8日止，速与上安乡人民政府征地工作组联系，请
互相转告、以便办理相关迁坟补偿手续。如逾期未联系的，按无
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86393018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上安乡人民政府
2017年6月1日

公告
尊敬的用户:

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我公司将于2017
年6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分批对使用惠民卡、风行
卡、语音王等预付费套餐的用户，进行系统支撑优化。
在此期间每月月底最后一天，将对以上用户暂停办理客
户资料变更，套餐变更，活动受理，过户等业务，如您有
上述业务办理需求，请提前办理。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
敬请谅解，感谢您对联通公司的支持。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二0一七年六月一日

怡和·湖城大境（三期）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红城湖公园管理有限公司拟建的“怡和·湖城大境（三期）”

项目位于海口市红城湖路西侧，属《海口大英山新城市中心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C17-1、C18-1地块范围。项目于2017年2月取得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建设内容为4栋地上2-24层、地下2层住宅楼，现建设
单位申请增加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服务中心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836.19m2（琼B太
阳能核字[2017]001号）,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
办法》要求，现按程序予以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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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标公告

溢隆海口粮食储备中心一期工程项目EPC（设计施工）总承
包招标于2017年5月31日在海口市海秀路东路48号鸿泰大厦
14楼开标室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及推荐，
现将中标结果公示如下：

中标单位：海南金中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工大设计研
究院；

中标价格：人民币12583万元；
质量要求：符合合格要求；
工 期：400日历天。
如有异议者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向海南溢隆

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提出，电话：0898- 68501128

洋浦小铲滩港务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出资人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从2,164,750,209.00元

减至1,450,000,000.00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

有提出要求。

联系人：潘煜坤 联系电话：13278976987

洋浦小铲滩港务有限公司

2017年5月31日

受委托，定于2017年6月13日10：00在我公司拍卖大厅进行
第四次公开拍卖：位于龙昆北路国贸中心海联1#楼401、402、403
三套房产（清单备索）。每套建筑面积为161.49m2，钢混结构，有房
产证。参考价：69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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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
有意者请于2017年6月12日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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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70613期） 抢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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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不仅是度假天堂还是“创客”天堂

海南银行网点建设再提速
目前海南辖内支行达4家，今年内有望达到15家

减持新规利好出台 引发沪指冲高回落

增量资金有限 3100点拉锯

扛起责任担当 迎接新一轮发展机遇
——访省第七次党代会代表，海建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亚春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卫
小林）今晚7点场的海口中视国际影
城国兴店IMAX厅座无虚席，因为好
莱坞大片《神奇女侠》在此举行海口地
区唯一一场超前点映，吸引了众多影
迷前来观看，此举也为该片6月2日
在海南全面上映进行了预热。

据介绍，《神奇女侠》是由美国华
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一部奇幻动作
电影，中国内地和北美地区都将于6
月2日同步上映。在片中出现的神奇
女侠这一角色，最早于2016年3月25
日在中美同步上映的《蝙蝠侠大战超
人：正义黎明》中首度亮相，旋即引发
了我国影迷的强力关注，不但使神奇
女侠这一角色与其他超级英雄相提并
论，而且让扮演神奇女侠的以色列美
女盖尔·加朵因此形象晋升为新一代
好莱坞女神级影星，其靓丽的外形条

件、不俗的表演技巧和灵活的打斗动
作，更让影迷留下了深刻印象。

记者了解到，作为好莱坞电影改
编来源之一的DC系大片（另一大来
源是漫威漫画改编系大片），《神奇女
侠》是首部以女性超级英雄作为第一
主角的大片，它的出现，尤其是选择长
相漂亮、打功出色的盖尔·加朵出演，
显示出华纳兄弟公司想用大长腿“踢
翻”好莱坞惯用的男性超级英雄的构
想。在片中，盖尔·加朵将角色强悍的
身体机能、理想化的世界观进行了淋
漓尽致的展现，喜剧、动作、战争、惊悚
等类型样样皆备，观赏性很强。

该片故事背景设定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讲述亚马逊公主戴安娜·普林斯
得到上帝赐予的武器装备后化身为神
奇女侠，与空军上尉史蒂夫·特雷弗一
起捍卫人类和平、拯救世界。

《神奇女侠》海口超前点映
将于6月2日在海南全面上映

■ 冯巍

端午小长假结束了，影院端午档也随之宣告
落幕。但总结端午档票房成绩，发现4部国产片
的票房之和，竟然还不及一部《加勒比海盗5》的
八分之一，因此有人就把国产片票房不佳的原因
归结为影院排片太少。其实，这并没有找到问题
的症结。笔者认为，还是应从自身找原因。

纵观端午档几部国产片，除了票房表现普遍
平淡外，影迷评价偏低，才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动作片《荡寇风云》上映4天，票房才4600万
元，虽属端午档国产片“冠军”，可豆瓣影迷评分才
6.3分，足见片子质量平平；票房“亚军”《“吃吃”的
爱》，4天票房2200万元，豆瓣评分也仅有6.2分，
看来林志玲也不管用了；至于《夏天19岁的肖像》

《临时演员》等几部国产片，票房更是低至千万元
左右，豆瓣评分也只有3分5分。影迷普遍评价，
这几部国产片要么没看点，要么故事不吸睛，这应
该才是它们输给好莱坞大片的主要原因。

至于排片量偏少，的确是事实。但笔者想说
一句公道话——不要责怪影城。笔者曾经管理过
影城，影城排片，基本都是盯着观众买票热点而随
时改变排场的，谁的票房高当然给谁多排片，毕竟
市场经济条件下，没人会对利益视而不见。

由此可见，其实这几部国产片端午档的票房
不佳都是事出有因，现在片子拍完并且上映了，再
来怪罪影城排片少已经没用了，要怪只能责怪自
己的影片质量不过硬。倘若你能拍出印度神片

《摔跤吧！爸爸》那样的高质量影片，相信不用央
求任何人，影城都会自动增加排片。

票房不佳不能怪排片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欢乐六一·星耀未
来”2017年“六一”儿童节公益主题晚会近日在
海口观澜湖新城举行，来自海口的500多位小朋
友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共千余人欢聚一堂，用歌
舞、器乐表演等才艺来庆祝自己的节日。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举办这台公益晚会的目
的，是想让更多学习艺术的小朋友有舞台展示自
己的才艺，充分培养孩子的自信。晚会节目精彩
纷呈，动感的现代舞、现实题材的舞蹈、诗朗诵
《六月鲜花》、女子组合表演《为梦想时刻准备
着》等，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了当代少年儿童的精
神面貌。

晚会由海南省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主办，
海口观澜湖新城等承办。

海口观澜湖举行
儿童节公益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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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石家庄 5月 31 日电
（记者史竞男 任丽颖）31日在河北
廊坊开幕的第27届全国图书交易博
览会上，全国“十大读书人物”揭晓。

本年度“十大读书人物”获奖者
是：以诗励志，笑对病魔，凭借开阔
从容的人生态度通过《中国诗词大
会》感动万千观众的河北邢台农民
白茹云；7岁患类风湿，14岁瘫痪辍
学，面对不幸却坚持自学，不停写
作，通过手中的笔，带给读者奋发向
上力量的“轮椅天使”李玉洁；常年

在公益国学机构开设古诗词吟唱公
开课，深入基层以活泼多样的形式
普及国学的大学教授刘冬颖；致力
阅读推广十数年，主持多档文化读
书类节目及近两千场文化沙龙，扎
根社区，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
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贺超；
退伍不退休，投入公益全民阅读推
广事业的林风谦；下岗不气馁，义务
为社区儿童讲故事超过一万小时的

“故事叔叔”王星焱；白天捡破烂，晚
上在家中读书、创作，扛着门板贴上

诗作“以文会友”的宁夏残疾农民马
建国；在辛苦劳作中不坠梦想，坚持
写作，靠作品进入大学脱产深造的
内蒙古农民作家刘巧芝；返乡后办
起农家书屋、文化活动中心、少儿假
期学校，带头捐款设立奖学基金，被
誉为当代“新乡贤”的湖南科技大学
退休教授夏昭炎、杨莲金夫妇；送
书、送文化进山寨、乡村，不辞艰辛，
还利用微信互动平台等手段向不同
层次的少数民族读者提供图书信息
的新华书店营业员张琰。

第27届书博会

第27届书博会“十大读书人物”揭晓
新华社美国西雅图5月31日电

（记者马丹）网络攻击手段花样翻新，
电影字幕竟也成为黑客攻击的帮凶。
30日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国际前瞻信
息安全会上，以色列研究人员介绍了他
们发现黑客盯上电影字幕的技术细节
并演示了模拟攻击。这类攻击可能影
响到全球数以亿计的媒体播放器用户。

以色列网络安全供应商检查点软
件技术有限公司的奥姆里·赫尔斯科
维奇等人发现，人们下载的外国影视
剧翻译字幕可能预先加载恶意代码。
这让黑客可以利用媒体播放器存在的
安全漏洞，远程监控运行媒体播放器
的设备，比如电脑、智能电视或移动设
备，而用户在用这些设备看影视剧时
浑然不觉。

赫尔斯科维奇所在团队致力于发
现和预测恶意代码如何感染设备的新
趋势，并对这类新趋势加以分析，提出
防范解决之道。他说，以前安全人员
并未注意到涉及翻译字幕的网络攻击

技术，但这类攻击可能影响全球数以
亿计的媒体播放器用户。

这是今年国际前瞻信息安全会议
分享的诸多最新国际信息安全趋势和
方向中的一个。这个由中国互联网安
全企业360公司主办的国际会议，于5
月30日至31日在西雅图举行，汇聚了
安全行业100多名顶级研究人员参加。

“会议议题广泛，覆盖了当今安全
研究人员比较前沿热门的研究方向，
有的研究成果还是首次在公开场合披
露。”360公司首席安全官谭晓生说。
约20名议题演讲人在会上报告了各
自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如运用机器学
习发现安全漏洞，新发现谷歌浏览器
漏洞以及苹果iOS9操作系统用户空
间安全漏洞等等。

一年一度的国际前瞻信息安全会
议此前曾在新加坡和中国举行，今年
移师美国，落脚在西海岸科技重镇西
雅图，这是中国安全厂商首次在美国
主办国际性信息安全会议。

黑客盯上翻译字幕
追剧亟须重视安全

本报海口5月31日讯（记者尤梦
瑜）由中国新华书店协会举办的纪念新
华书店成立八十周年“最美新华书店”
评选活动落下帷幕，在廊坊举办的第
二十七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中
国新华书店协会公布了评选结果，位

于海口的解放路书城中版精品图书
店被评为“全国最美新华书店”之一。

这是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
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出版集团合作设
立的一家精品书店。店内设有读者
阅读区、读书交流区、读者会客室等

惠民区域，定期开展名人名家读者见
面会以及各种读书沙龙活动等。

据悉，此次评选活动经网络投
票，专家实地考察评分及推荐，从全
国150多家参评门店中评选出了80
家最美新华书店。

海口中版精品图书店获评“全国最美新华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