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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7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场服
务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为金秋车展配套服务，
主要包含批文报备、现场搭建等服务（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注册资本超过
500万元（含500万元），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
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为保障项目执行力，
投标需公司拥有10人以上缴纳社保的固定团队人员，50人以上
优先考虑；具备海口市会展设计搭建工程一级以上资质，有较强
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会展活动工作经验，且年主场服务

面积在5万平方米以上的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6月9日至15日，每日上午

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间），在海南省
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展公司报名，报名时
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
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核
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7年
6月15日17时30分（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刘女士 66810859

2017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场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八稽告〔2017〕3号

海南福运祥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4553002，法定
代表人：罗五庭)：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负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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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
八稽检通一〔2017〕1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八稽通〔2017〕
11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刘延平、盛合等人，自2017年6月14
日起对你公司2014年11月19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涉税情况
进行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
局提供2014年11月19日至2017年4月30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
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

2017年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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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我局正受理卢以标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用

（2008）第472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

东方大道北侧，土地批准面积为3926平方米，现实际测量面积为

3869.28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

为：东至王文发，南至东方大道北路，西至海南东恒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北至杨任吉，坐标为：J1（X113826.323、Y23152.271），J2

（X113821.250、Y23167.496），J3（X113818.214、Y23174.741），J4

（X113816.698、Y23178.418），J5（X113815.520、Y23180.804），J6

（X113813.709、Y23195.528），J7（X113758.656、Y23177.211），J8

（X113761.165、Y23166.156），J9（X113752.058、Y23162.815），

J10 （X113734.702、 Y23157.492） ， J11 （X113725.681、

Y23155.024），J12（X113730.027、Y23121.810）。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通

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异议，我

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坐标图和办理宗地档案资料。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6月13日

为了切实做好万洋高速公路项目（万宁市后安段）坟墓迁移工

作，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决定对万洋高速公路项目（万宁市后安

段）用地红线范围内六底村委会石葛岭一座（黄氏）坟墓进行迁移。

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坟墓迁移位置。坟墓位于万宁市后安镇六底村委会石葛岭

东侧山坡上，坟座西向东，墓碑刻“黄五婆之墓”。

二、迁移期限。上述坟墓权属人于2017年6月19日前到万宁

市后安镇六底村委会办公室登记，并办理迁移补偿事宜，逾期未迁

移视为无主坟墓处理。

特此通告。

联系人：后安镇政府 林斯旭（13976552011）

六底村委会 李亚三（13976575488）

关于万洋高速公路项目（万宁市后
安段）用地范围内坟墓迁移的通告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万宁市后安镇人民政府
2017年6月13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拥有的对琼海市华石醋酸厂等

10户企业，合计本金242512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债权及其从权利
转让给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现公告要求以下清单所列债务人
及相应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立即向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履行相
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利息计算截止至2005年12月31日）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务人
琼海市华石醋酸厂

石壁食品厂
万泉下坡灰沙砖厂
温泉开发公司
卜敖水产站

琼海市橡胶总公司
琼海市五指山宾馆
琼海市东升商店
顺发实业贸易公司
琼海市水产公司

债权本金
14070000.00
1185000.00
595000.00
180000.00
105000.00
5810000.00
1838000.00
168000.00
200000.00
100200.00
24251200.00

债权本息合计
31603688.17
3091183.11
1973895.28
298189.68
255638.00

15355097.37
7484976.47
369830.28
316187.79
338660.99

61087347.14合计

招标公告
我单位根据需要现向社会公开采购DELL办公

电脑一批。报名单位须具有相应的经营资质和一定

的经营规模，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售后服务。请

符合条件并有意竞标的单位于2017年6月16日下

午五点前到我单位报名，报名时请携带单位介绍信

（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

件备查）、原厂的授权书和服务承诺函。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18976325689

我军新设立“八一勋章”首次评选公示初步候选人

经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批准，我

军新设立“八一勋

章”，并组织开展首

次评选。经过解放

军、武警部队和公

安现役部队提名推

荐，近日产生初步

候选人。现向军内

外公示，接受评议。 麦贤得
原 91708 部队

副部队长。

牛先民
陆军某预备役

高射炮兵师副政治
委员。

韦昌进
山东省济南警

备区副政治委员。

何祥美
73653 部队原

某分队分队长。

蒋佳冀
95478 部队部

队长。

印春荣
云南省公安边

防总队普洱市支队
支队长。

冷鹏飞
原 81032 部队

副军职调研员。

景海鹏
解放军航天员大

队特级航天员。

林永年
军委办公厅某单

位研究员，中国工程
院院士。

李中华
空军指挥学院训

练部原副部长。

程开甲
原国防科工委科

技委正军职常任委
员、教授，中国科学院
院士。

谭清泉
原 96301 部队

装备部技术处高级工
程师。

王忠心
96722 部队 71

分队班长、一级军士
长。

戴明盟
92198 部 队 部

队长。

王刚
武警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总队某支
队支队长。

王永志
原总装备部921

工程总设计师、研究
员，中国工程院院
士。

马伟明
海军工程大学电

气工程学院电力电子
技术研究所主任，中
国工程院院士。

日前，随着亚洲最大的海上吊装作
业船“振华30”号稳稳地将重达6000吨
的沉管精准“楔入”海底，当今世界里程
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港
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即将全线贯通。

港珠澳大桥被人称为“世纪工程”，
全长55公里，集桥、岛、隧于一体，如一
条海上巨龙连接珠海、香港与澳门。用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珠港澳大桥岛隧工程师林鸣的话说，拿
下港珠澳大桥，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中
国人不能造的桥。

“21世纪的桥梁看中国”

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说过，从一座
桥的修建上，就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
荣枯和工艺水平。从全国各地的修桥历
史，更可看出一国政治、经济、科学、技术
等各方面的情况。

近几年中国桥梁的成长，是与国民经
济快速发展同行的。“纵观世界桥梁建设
史，上世纪70年代以前要看欧美，90年代
看日本，而到了21世纪，则要看中国。”这
已是世界桥梁建筑领域公认的观点。

点开一个专门收集世界最高桥梁的
网 站（http：／／www。 highest-
bridges。com），你会惊奇地发现：在世
界前10名最高桥梁中，有8座在中国；而
在2020年前将完工的世界铁路10座最
高大桥中，有9座是中国建造的。以至
于在网站介绍中有句感慨，“由于中国正
处在有史以来最快的高速建设扩张中，
未来很长时间我们都要盯着中国了”。

“过去5年，我们在万里长江上同时
建设着11座大桥，其中4座刷新不同桥
型桥梁的世界跨度纪录。”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大师、中铁大桥设计院副总工程师
徐恭义告诉记者：

——武汉，主跨1700米的杨泗港长
江大桥一跨过江，为世界上跨度最大的
双层公路悬索桥；

——重庆，新白沙沱长江大桥，为世

界上首座双层6线钢桁梁铁路斜拉桥；
——南通，主跨1092米的沪通长江

大桥，将再度刷新世界公铁两用斜拉桥
跨度纪录；

——镇江，主跨1092米的五峰山长
江大桥，为世界最大跨度的公铁两用悬
索桥。

“这只是我们保持的众多桥梁之最
中的几个。中国桥梁建设的速度太快
了，一不留神，说不定哪天就被我们自己
或国内同行超越。”徐恭义说。

飞架南北变通途

随着桥梁技术的发展，中国不仅在
江河湖海上建起了一座座宏伟的大桥，
跨越天堑，联通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在
千山万壑，重峦叠嶂的山区，中国桥梁建

设者一样飞架南北，为山区人民搭建幸
福生活。

正在修建的成贵高铁将跨越大渡
河、岷江、金沙江三大河流，被称为“世界
最难山区高速铁路”。中铁大桥局承建
了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宜宾金沙江
公铁两用特大桥。

徐恭义介绍，大桥位于金沙江下游，
主跨达336米，为目前世界最大跨度的
公铁两用钢箱拱桥。大桥上层为4线高
速铁路，下层为6车道城市快速主干道，
属于重载桥梁。铁路桥面在上，公路桥
面在下，这是国际首例。

成贵高铁通车后，成都到贵阳只要
3小时，沿线3600多万人口将获益。而
在青藏高原，一座大桥的修建甚至关系
到沿途百姓的生命安全。

2015年底，经过近4年的努力，迫龙

沟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国道318线通
麦至105道班整治改建项目全线贯通。

该桥全长743米，主跨430米，是西藏
最大跨度斜拉桥。该桥成都侧接“通麦天
险”，拉萨侧连“排龙天险”。建设者们不惧
艰险，发扬“两路精神”，战胜了雨季飞石、
泥石流、滑坡和塌方等自然灾害，让通麦天
险14公里“死亡路段”成为历史。

“中国造”桥梁连通世界

2015年12月12日，孟加拉国帕德玛
河畔的MAWA镇，万余民众和中外建设
者共同参加了帕德玛大桥奠基仪式。海
外媒体以“中国为孟加拉人民搭建‘梦想之
桥’”之类的赞语，予以特别关注和报道。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给中国参
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中国智造”的中国桥也大
踏步迈向世界。它们之中，有些已经成
为当地地标性建筑。

仅最近几年，就有很多中国建造的
桥投入使用，世界桥梁中出现越来越多
的“中国身影”。

2013年9月，美国旧金山－奥克兰
海湾大桥正式通车，这是世界同类钢结
构桥梁中技术难度最高、跨度最大的单
塔自锚抗震悬索钢桥；

2014年3月，马来西亚槟城第二大
桥举行通车典礼，标志着东南亚地区最
长跨海大桥正式通车；

2014年 12月，位于塞尔维亚首都
贝尔格莱德的泽蒙－博尔察大桥建成通
车，这是中国企业在欧洲承建的首个大
桥工程，已成为一道横跨多瑙河的风景；

2016年4月，东非最大斜拉式跨海大
桥——基甘博尼大桥开通运营，这是撒哈
拉以南非洲最大的斜拉式跨海大桥……

如今，“中国造”桥梁遍及亚洲、非
洲、欧洲、美洲，中国建桥人奋战在世界
各地。“中国造”桥梁跨越天堑，连通世
界，正在成为一张响亮的“中国名片”。
记者 齐中熙（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砥砺奋进的5年

重大工程巡礼

誓将天堑变通途
——中国桥梁发展综述

（本版图片：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