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8日举行议会下院选举。
英国官方9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
显示，首相特雷莎·梅领导的保守
党在大选中领先，但没有任何政党
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过半数议席，
英国将出现“悬浮议会”，即无任何
政党获得下院一半以上席位。

这一结果与特雷莎·梅所预想
的“压倒性胜利”相去甚远。分析
人士认为，特雷莎·梅将保守党带
入尴尬境地。

另一方面，在选举中赢得远
超预测席位的最大反对党工党
领袖杰里米·科尔宾表示，特雷
莎·梅应当为“能够代表英国的
政府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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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国土资源局公开

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澄国土资告字〔2017〕18号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
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
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二）本次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三、竞买申请和登
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7年6月16日至2017年7月10日下午17时整（北京
时间）到澄迈县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领取《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
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7月
10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7年7月10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四、挂牌报
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7年7 月2 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挂牌
截止时间：2017年7 月12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
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五、其他
事项:（一）2712-201662-2B号地块用于玻璃加工项目建设。（二）2712-201662-
2C号地块用于玻璃加工项目建设。（三）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
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
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不低于出让价款
6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四）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
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五）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
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六）本公
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联系人：王先
生 、张 先 生 ；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电 话 ：0898-
67629052、65303602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6月10日

金马物流中心物流金八路与
物流三号路交汇处东北侧

金马物流中心物流金八路与
物流三号路交汇处东北侧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地块按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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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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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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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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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公顷） 备注

工业
用地

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县国土资源局公开

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澄国土资告字〔2017〕19号

二、竞买人资格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

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
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
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

（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
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7年 6月 16日至 2017年 7月 10日下午17时整

（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资源局三楼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
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领取《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
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为2017年 7月10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
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7年7月10日下午17时前确
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挂牌起始时间：2017年7月2 日上午11时整（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7年7月12日上午11时整（北京时间）。
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进行。
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

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
（一）2712-201669-1号地块用于医药制造项目建设。
（二）2712-201662-1号地块用于门窗制造产业项目建设。
（三）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
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不低于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
的时间付清。

（四）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
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

（五）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
缴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

（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联系人：王先生、张先生；
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电话：0898-67629052、65303602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7年6月10日

金马现代物流中心物流中横路
与金纵二路交汇处西北侧地段

金马物流金八路与物流三号
路交汇处东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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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物流中心一横路与纵二
路交汇处西南侧

金马物流中心物流金八路与
物流三号路交汇处东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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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三稽告〔2017〕4号

海南佳耀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140755，法定
代表人：刘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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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国税三稽罚告〔2017〕6 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
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内容：对你（单位）的税收违法行为
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
知如下：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
定:（一）事实依据：你公司2015年7月至2015年11月向税务机关申
报抵扣6份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税额合计85753198.26元，
已抵扣进项税额85753198.26元。经查，上述6份同号码海关进口增
值税专用缴款书实际填发日期均在你公司成立之前，实际经营单位
和缴款单位均不是你公司；且通过银行账户查询，上述缴款书所涉及
的进口货物货款及进口增值税税款你公司没有支付记录。据此认定
你公司2015年7月至2015年11月认证抵扣的6份海关缴款书是虚
假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应做进项税额转出。（二）法律依据及拟作
出的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
规定，拟对你公司虚开其他抵扣凭证的行为处以罚款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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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拟对你罚款2000元（含2000元）以上，拟对你单位罚款
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
到本告知书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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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林花 刘钊 联系电话：（0898）6679106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3室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17年6月10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三稽告〔2017〕5号

海南世锦联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186040，法定
代表人：符世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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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国税三稽罚告〔2017〕4 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
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内容：对你单位的税收违法行为拟
于2017年7月10日之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
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事实依据：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406 份，金额合计
137693842.11 元 ，税 额 合 计 23407951.61 元 ，价 税 合 计
161101793.72元。经查，你公司2015年8月至2015年10月申报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凭证共1228份，金额合计180174810.09
元，税额合计23502720.02元，其中1226份货物名称为大米、水稻、
小麦、玉米等农产品，金额合计 178174946.85 元，税额合计
23162743.26元，占全部进项发票金额与税额的98%以上；而你公

司2015年8月至2015年10月开具的1406份发票的货物名称为
LCD屏、显示屏、导电布、电容触摸屏等电子产品；作为商贸企业，购
进、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背离。同时，经检查你公司银行账户，你公司
开具的140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货款未发现收款情况。据此
认定你公司开具的上述140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虚开行为。2.
取得济南盛旺饲料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4份，金额合
计4399922.12元，税额合计571989.88元，已申报抵扣进项税额
571989.88元。上述44份发票已被开票方税务机关证实虚开,不得
抵扣进项，应做进项税额转出。（二）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拟对你公
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406份的行为处以罚款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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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拟对你罚款2000元（含2000元）以上，拟对你公司罚款
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
到本告知书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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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陈云 李婵惠 联系电话：（0898）6679106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3室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17年6月10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三稽告〔2017〕6号

海南福金致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4556414，法定
代表人：王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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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国税三稽罚告〔2017〕5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
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内容：对你（单位）的税收违法行为
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现将有关事项
告知如下：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
决定:（一）事实依据：1.你公司接受紫金矿业集团（厦门）销售有限公
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6份，金额合计110745288.16元，税额合
计 18826698.94 元,价税合计 129571987.1 元，已抵扣进项税额
18826698.94元，上述发票已被开票方税务机关证实虚开，不得抵扣
进项税额，应做进项税额转出。2. 你公司2015年9月至2015年10
月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11份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完税价格
合计 320767170.23 元，税额合计 41699732.13 元，已抵扣税额
41699732.13元。经查，上述11份同号码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
书实际的进口单位或缴款单位不是你公司；且你公司既没有向境外

单位付款，也未向检查人员调查取得的海关缴款书所列单位支付过
款项，据此认定你公司2015年9至2015年10月已认证抵扣的11份
海关缴款书是虚假的，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应做进项税额转出。3.你
公司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15
份，金额合计372018207.68元，税额合计63243095.31元，价税合计
435261302.99元。经查你公司2014年1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申
报抵扣的进项税额凭据大部分为虚假；同时，检查人员发现你公司
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有部分收到货款，并且收到货款当天
如数转汇出去。据此认定你公司存在虚开以上415份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行为。（二）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拟对你公司虚开其他抵扣凭
证11份和增值税专用发票415份的行为处以罚款5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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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拟对你罚款2000元（含2000元）以上，拟对你单位罚款
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
到本告知书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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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陈云 李婵惠 联系电话：（0898）6679106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3室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17年6月10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执217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现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28
日作出的（2016）海仲字第906号调解书及权利人的申请，立案执行申请
执行人王康军与被执行人海口宝典地贸易有限公司仲裁一案。（2016）
海仲字第906号调解书的内容为：被申请人海口宝典地贸易有限公司继
续履行合同约定的过户义务，应于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7日内将位于海
口市青年路103号滨江花园A2幢106房的产权及相对应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办理变更登记至申请人王康军名下，被申请人海口宝典地贸易有限
公司未履行前述义务，申请人王康军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根据申
请执行人王康军的申请，本院拟按上述仲裁调解书的内容对上述房产及
相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处置。现公告征询异议，如案外人对上述
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本院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邮编：570206；联系人：曹鑫；联系
电话：0898-66742692 二O一七年六月五日

尊敬的纳入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的纳税人：
请务必在2017年6月10日前联网进入税控开票软件，完成版

本升级。若逾期未升级，您的开票系统将无法正常使用。
您联网进入税控开票软件时，系统将自动升级到最新版本，或

者引导您手动升级到最新版本。截至目前，金税盘版开票软件的
最新版本号为V2.1.30.161225，税控盘版开票软件的最新版本号为
V2.0.12.161225，相关资料可通过海南省国家税务局门户网站办税
服务-资料下载-其他资料模块自行下载。如在安装升级过程中
遇到问题，可拨打以下咨询服务电话：

航信公司（负责金税盘）：95113
百旺公司（负责税控盘）：0898-36630889

关于全面升级税控开票软件的通知

海口市国家税务局
2017年6月10日

无任何政党获得下院一半以上席位，英国大选出现“悬浮议会”

特雷莎·梅豪赌输了

英国官方 9 日公布的初步统计
结果显示，现任首相特雷莎·梅为使
保守党取得更多议席而提前举行大
选的“政治赌博”以失败告终，未来英
国“脱欧”进程的不确定性增加。

此次选举是去年6月英国公投决
定“脱欧”后举行的首次大选，而且特雷
莎·梅提前大选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

“脱欧”做准备，因此此次选举的结果也
将对英国“脱欧”进程产生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英国未能产生
联合政府而需要进行二次大选，“脱欧”
谈判开始的时间将会推迟到二次大选
之后。即使能够产生联合政府，但如果
组成联合政府的党派在“脱欧”问题上
出现分歧，也将导致相关议题很难在议
会通过，增加“脱欧”的复杂性。

目前，主要党派在“脱欧”议题上
立场各不相同。

保守党主张“硬脱欧”，表示要退
出欧洲共同市场和欧盟关税同盟，并
强调即使在谈判中未能与欧盟达成
任何协议，英国仍将“脱欧”。

工党反对在没有与欧盟达成协
议的情况下“脱欧”。

苏格兰民族党指责保守党的竞选
宣言意在“鲁莽地推进‘硬脱欧’”，并称
这将危及英国的就业、投资与民生。最
有可能成为保守党执政伙伴的北爱尔
兰民主统一党也反对“硬脱欧”。

自由民主党则主张把最终的“脱
欧”协议交给英国人民表决，并将“留
欧”作为选项之一，实际上是要求举
行“二次脱欧公投”。

欧盟预算委员京特·厄廷格9日
表示，英国大选结果将使“脱欧”谈判
更加困难，一个在国内处于弱势地位
的谈判伙伴可能导致谈判向对双方
都不利的方向发展。

记者 桂涛 张代蕾
（据新华社伦敦6月9日电）

今年4月，特雷莎·梅宣布提前
举行议会选举，以期拿下更多议席，
扩大保守党在议会下院的优势，以便
在“脱欧”谈判中“轻装上阵”。当时，
在议会下院650个议席中，保守党占

据330个。
外界一度普遍认为保守党将在

选举中大获全胜，甚至把老对手工党
“赶尽杀绝”，但也有人把她的决定形
容为“政治豪赌”。不过，选举初步统

计结果与特雷莎·梅所预想的相去甚
远。由于没有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
至少326个席位，保守党需要与其他
党派组阁形成联合政府或组建少数
派政府，形势反不如大选之前。

分析人士认为，保守党未能如愿
获得议会过半数席位，与其在选战中
的民生政策失误不无关系。

特雷莎·梅以“强大且稳定的领
导力”为竞选口号。不过，她上月宣

布将公布一项计划，要求部分老年
人“自掏腰包”，负担更多养老费用。

她还提出将取消目前免费发放
的小学生午餐，并把这项提议写入执
政党保守党的竞选纲领。

此外，接连发生的恐怖袭事件
也让先前任内政大臣、主管警察和
国内情报机构事务的特雷莎·梅饱
受质疑。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国际观察

“脱欧”进程不确定性增加

恐袭让特雷莎·梅饱受质疑

形势反不如大选之前

据新华社伦敦6月9日电（记者
桂涛 温希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当
天在唐宁街宣布，将与民主统一党组
建联合政府。

特雷莎·梅在当天觐见女王并获
得组阁授权后宣布了这一决定。

作为连任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承诺在“脱欧”谈判前，联合政府将为
英国“带来稳定”，并在“关键时期”带
领国家继续前行。

9日公布的大选结果显示，议会
下院650个议席中，除一席尚未宣布
外，保守党赢得318席，工党赢得261
席，苏格兰民族党赢得35席，自由民
主党赢得12席，民主统一党赢得10
席。其余席位被绿党、威尔士党等小
党瓜分。

英国舆论认为，保守党未赢得议

会半数席位，意味着梅希望通过提前
大选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的“政治
赌博”宣告失败。

英国大选是指议会下院选举，选
民通过投票选出议会下院650名议
员。按规定，得票最多但未赢得议会
半数以上席位的党派无法单独组阁，
需联合其他党组成联合政府。

民主统一党是北爱尔兰最大政
党，与保守党关系密切，主张北爱继
续留在联合王国，该党领袖曾表示反
对英国“硬脱欧”。因此这可能导致
未来联合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
出现相互掣肘的情况。

此次选举，是自去年6月英国公
投决定“脱欧”后，英国举行的一次重
要选举，结果势必将对英国“脱欧”进
程产生影响。

特雷莎·梅获得组阁授权后宣布

保守党将与民主统一党
组建联合政府

6月9日，特雷莎·梅在唐宁
街10号首相府外发表讲话。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