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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8号

洋浦玄德实业有限公司（识别号：460040397988968，法定代表人：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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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
五稽检通一〔2017〕004 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五稽通
〔201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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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派王亚峰、夏春荀等人，自2017年6月
14日起对你公司2014年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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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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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亚峰、赵骞 联系电话:0898-66792507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
2017年6月13日

五指山金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6HN0058号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五指山金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100%
股权。一、基本情况：五指山金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翠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13日，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为1,00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投资、开发、经营；咨询服务；投资服务；财
务顾问。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五指山市海榆北路的一宗土地，面
积为16,288.5m2（约24.4亩），土地证号：五国用（2012）第135号，
用地性质为出让地，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海南金城国有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金翠公司100%股权。根据中瑞诚
海评字[2017]第1-001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2016年12月31
日，金翠公司资产总额评估值 2865.04 万元，负债总额评估值
143.63万元，净资产总额评估值2721.41万元。详见资产评估报告
书。二、挂牌价不低于2,722万元，公告期为2017年6月14日至
2017年 7月11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
话：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电话：66558034（孙女士）、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6月14日

临高县调整安置志愿兵及
三级以上转业士官笔试报名情况公告

根据《临高县调整安置志愿兵及三级以上转业士官工作实施方
案》（临办发〔2017〕27号）精神，我县将对历年已安置没有纳入编制
管理的40名退役志愿兵、三级以上转业士官及13名2016年来没有
安置的三级以上转业士官通过笔试调整安置到乡镇事业单位工作。
现将笔试报名情况公告如下：一、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的29名志愿兵、
三级以上转业士官名单如下：方永新、李志新、王良平、许治泽、李奇
包、郑建强、董明永、王永峰、钟明文、李小兵、李干泽、王懋琼、柯晓
飞、符学勇、左国珍、林健、张昌专、颜秀杰、林德生、王建平、方丰、曾
小亮、邹科、秦启江、严学文、吴开福、李发辉、符晓、王才明。二、未报
名的24位三级以上转业士官名单如下：王 顺、谢 伟、刘春雨、符海
聪、王文江、陈 超、冯小建、许绩星、冼光神、王小俊、王博、王才亮、郭
春波、王理达、辛广川、陈正超、周艺粮、王奕军、王亚捌、黄永宁、羊建
伯、黄 君、郑植铭、钟 超。

逾期未报名的人员按《临高县调整安置志愿兵及三级以上士官
工作实施方案》规定视为自动放弃调整安置。

特此公告。
临高县志愿兵、三级以上转业士官调整安置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6月14日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7年7月10日上

午10时在我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位于屯昌县南坤镇坤明路北侧
32306.7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屯国用（2008）第
07-00008号]及其地上厂房、房产、机器设备、围墙等附属物（详见
拍卖清单）。保留价为2496万元；保证金为500万元。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17年7月7日12时（以保证金到
账为准）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7月7日12时止。办理竞买手
续：2017年7月7日12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
金以款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江支行；账号：
1009689490000254。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
（2017）海南一中法拍字第9号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本标的物按现状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按国家有
关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单位：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七、八楼
电话：0898-66531951 、1387675518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301031

项目名称：屯昌县屯城镇屯昌村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监理招标。

招标人：屯昌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

招标代理：湖南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概况：建设规模为5952.50亩；工期：365日历天。

资格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

招标文件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6月14日至

2017年6月21日，在（http://218.77.183.48/htms）购买招标文件。

具体公告内容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

网、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

联系人：李工 0898-68572646。

招标公告海南迈迪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现因业务拓展需要，诚聘业内精英加
盟。招聘职位：1、项目经理3名：男性，有5年以上项目管理经验，懂
强电，精通变电站、线路及用户配电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送电流
程，有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证书，协调能力强。2、电力工程设计人
员 3名：性别不限，电气专业知识，有从事强电工程设计5年以上经
验，熟练使用CAD，天正等相关绘图软件。3、试验工程师1名：要求
男性，电气相关专业，具备特种作业（试验）进网证，10年以上高压试
验经验，能独立完成各项常规电网工程及用户工程高压试验。以上
人员月薪5000元-1万元。4、预结算部经理 1名：性别不限，有8年
以上相关经验，有造价员或造价师资格证书，能熟练运用CAD、广联
达等应用软件，熟知预决算工作流程，责任心强，有较强的沟通协调
能力，熟悉电力安装及市政、土建工程定额,月薪8000元-1万元，优
异者待遇面议。5、业务员3名：有5年以上电力工程相关业务经验者
优先。电话：68537988，13976683223袁，18976985998刘，E-mail:
hainanmaidi@vip.163.com 地址：海口市世贸中心F座702室

诚 聘 英 才

翁清勇（原陵水椰林北斗吉多洋店销售员）：
你原是陵水椰林北斗吉多洋店的销售员。2017年4月7日，

周女士举报陵水椰林北斗吉多洋店涉嫌经营超过保质期、标签不
符合规定的食品和无证经营药品，我局执法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处
理时，你正在现场，为了进一步调查核实情况，我局执法人员多次
拨打你的手机号（18876***378）想联系你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但你
手机一直无人接听，无法联系上你。

为了彻底查清案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到陵水
黎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地址：陵水县椰林镇南干道第二
办公区，电话：83311256）配合调查。

特此通告

要求翁清勇配合调查的通告
陵水黎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年6月14日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王
黎刚）第13届天津全运会预赛激战正
酣，海南代表队在帆船帆板、拳击、举
重等几个项目上获得了多张入场券。
其中，海南队在男子乒乓球单打和女
子高夫球两个项目上第一次获得全运
会的入场券。目前，海南队正在积极
备战全运会。

最先为海南队获得全运会入场券
的是拳击队。今年3月底，海南拳击队
的老将麦清贤和刁剑豪在2017年全

国男子拳击锦标赛男子52公斤级和
60公斤级的比赛中分别获了冠军和亚
军，获得了入场券。在2017年全国女
子拳击锦标赛51公斤级比赛中，海南
选手倪哲哲以3∶2战胜福建选手吴榆
进入前8名，并获得了全运会入场券。

2017年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暨
第十三届全运会预赛4月16日在浙
江江山体育馆举行。海南选手蒙成以
275公斤的成绩夺得男子56公斤级
总成绩第二名，抓举129公斤第二名，

获得第13届全运会决赛入场券。此
外，海南大力士俸林梅和王蕾均进入
了前16名，获得了全运会的入场券。

在全运会预赛中，海南跆拳道队
的表现也不错。陈仕获得男子68公
斤级第二名，高盼获得女子+67公斤
级第三名。他们俩均赢得了全运会跆
拳道项目决赛阶段资格。其中，陈仕
被列为该级别的2号种子选手，高盼
被列为3号种子。他俩有望在决赛中
取得好成绩。

海南帆船帆板队是国内劲旅，在
全运会预赛中，他们不负众望夺得了
10张入场券。海南“水军”获得入场券
的选手和项目分别是毕焜/符峰（男
RS：X级）、林炽香、黄燕结（女RS：X
级）、黄丽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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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具突破性的是海南乒乓球队的
罗铮，他在男子单打预赛中奋力一搏，

从“虎口”中赢得了一张宝贵的入场券。
海南高尔夫球男女队在预赛中分

别名列团体第7名和第8名，获得了
参加决赛的资格。海南女队的表现值
得一赞，在上届比赛中她们无缘决
赛。在本次预赛中，海南女队4轮比
赛一直保持在前8名。海南球员们顶
住了巨大的压力，力克强队，最终赢得
了入场券。

第13届天津全运会比赛将于8
月底开赛。

第13届天津全运会预赛激战正酣

海南代表队获多张全运会入场券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7年爱海口动起来“招行杯”
海口市篮球联赛第3轮比赛在海口市
体校篮球场打响。在一场焦点战中，
秀英十五村队最终以70∶87不敌华溢
珠玑队。

在同组其他两场争夺，海南祥云
防雷队78∶73胜方成海鲜第一家队，
华安保险队78∶70胜世兴地基队。目
前，华溢珠玑队、祥云防雷队、华安保
险队都取得两连胜。由于高考期间的
第二轮比赛延期，比赛直接进入第三
轮角逐。

本次比赛共有24支球队参加，分
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小组单循
环赛，四个小组的小组头名直接晋级
季后赛八强。四个小组的第二、第三
名进行附加赛，胜者进入八强，负者出
局。第二阶段为淘汰赛，四分之一决
赛采用三盘两胜制，半决赛和决赛采
用五盘三胜制。获得本次比赛前3名
的球队将分别赢得8000元、6000元
和3000元奖金。

本届联赛吸引了海口篮坛劲旅悉
数参加，其中包括上届联赛冠军海医
二附院队、2011年和2012年两届冠
军得主海口技师学院队，华溢珠玑体
育队和福兴和平队分别是 2013 和

2015年冠军。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

海口市篮球运动协会承办，海口市体
育运动学校等单位协办。

海口市篮球联赛第三轮开打

三支强队两连胜

新华社瑞士蒙特勒6月12日电
出征2017年瑞士女排精英赛的中国
女排11日在瑞士蒙特勒结束的铜牌
争夺战中以总比分3∶1轻取阿根廷
队，获得季军。赛后中国队执行教练
安家杰对队员表现表示很满意，称达
到了检验队伍、考察年轻队员的目标。

本场比赛中国女排的对手阿根廷
队明显实力不及上一场战胜中国的巴
西队。首局双方均正常发挥，中国队
在20∶19后连得3分，并以25∶21拿
下首局。

第二局阿根廷队的主动失误进一
步增加，给中国队送了8分，而中国队
则加强了拦网和发球。局势转机发生
在11平之后，中国队连续进攻拦网并

抓住阿根廷发球失误打出9∶0小高
潮，最终以25∶12、13分的优势胜出。

第三局阿根廷队明显加强了进攻，
一度领先中国队6分，终于以25∶20
扳回一局。

最后一局阿根廷队主动失误的毛病
再犯，送给中国队5分，在19∶21落后
中国队后再无建树，最后以19∶25败北。

赛后中国队执行教练安家杰表
示，对女排年轻队员们在本届比赛中
的表现十分满意，也达到了检验队伍、
考察年轻队员的目的。但他同时说，
从比赛中看出女排小将们还比较毛
躁，尤其拦网方面有高度但技术还有
待加强，而在进攻体系当中，年轻队员
们还可以配合得更加流畅一些。

瑞士女排精英赛结束

中国队轻取阿根廷获季军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12日电 金
州勇士12日在主场以129：120击败
克利夫兰骑士，总决赛4：1击败对手
的同时夺得队史第五座NBA总冠
军。杜兰特当选总决赛MVP，成为
自2000年“大鲨鱼”奥尼尔之后第一
位总决赛连续五场得分达“30＋”的

球员。
骑士上一场送给了勇士一场久

违的失利，勇士上一次输球还要追溯
到4月10日，当晚勇士以过去33场
赢下31场的成绩赛季收官。“如果杜
兰特是我们去年失利的安慰，那么感
谢那次失利，我们现在又是冠军了，”

赛后格林说。
“这是一个很棒的团队，很棒的

球迷，我很荣幸能成为其中的一部
分，”杜兰特说。库里赛后则表示：

“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收获，回到
这里，把奥布莱恩杯带回家，我非
常兴奋。”

勇士击败骑士夺得NBA总冠军

杜兰特荣膺总决赛MVP

卡佩罗入主江苏苏宁
新华社南京6月13日电（记者王恒志）江苏

苏宁足球俱乐部昨天宣布，与意大利名帅法比奥·
卡佩罗正式签约，卡佩罗将率领江苏苏宁易购队
征战各项赛事。

作为世界级名帅，卡佩罗曾执教过AC米兰、
皇家马德里、罗马、尤文图斯，以及英格兰、俄罗斯
队，并率队赢得过5次意甲冠军、2次西甲冠军、4
次意大利超级杯、1次欧洲超级杯和1次欧洲冠军
杯。苏宁方面表示，和卡佩罗签约是苏宁根据自
身战略发展需要做出的决定。除了执教苏宁易购
队，带领球队朝着既定目标继续前进外，卡佩罗还
将在俱乐部管理、教练员培养、青训建设等方面带
来全球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带动江苏足球和中国
足球全方位的提升。

江苏苏宁作为上赛季的联赛、杯赛双料亚军，
本赛季中超开局惨淡，目前仍身处降级区，主教练
崔龙洙在球队亚冠出局后提出辞职，卡佩罗能否
带领身处逆境中的苏宁强力反弹值得期待。值得
一提的是，这也是中超吸引来的又一位名帅，此前
里皮、斯科拉里、埃里克森、博阿斯、佩莱格里尼、
马加特等名帅纷纷加盟中超。

国际男篮对抗赛

男篮红队三分惜败伊朗队
13日，在2017年中伊国际男篮对抗赛中，中

国男篮红队60∶63输于伊朗队。图为中国男篮
红队球员翟晓川（右）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波尔图前锋席尔瓦
3800万欧元加盟米兰

新华社里斯本6月12日电 葡超波尔图俱乐
部12日官方宣布，21岁前锋安德烈·席尔瓦以
38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意甲豪门AC米兰队。

席尔瓦于2015－2016赛季被提拔至波尔图
一线队，本赛季在葡超联赛中出战32场攻入16
球，且有6次助攻，此外在欧冠联赛中他也有出战
10场、贡献5球和2次助攻的上佳数据。在葡萄
牙国家队中，席尔瓦近期连续和队长C罗组成锋
线双箭头，目前已在8场比赛中贡献7球和3次助
攻。据媒体透露，此前C罗曾向皇家马德里队建
议签下这位葡萄牙新星。

波尔图在2015年夏季转会期曾创下出售球
员超过一亿欧元的纪录。席尔瓦则是今夏首位以
高转会费离队的球员。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小周 摄

平叙利亚

国足世预赛补时丢球
理论上出线的希望也破灭了

6月13日，在马来西亚马六甲进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
强赛A组比赛中，中国队在2∶1领先的情况下，第93分钟被叙利亚队利用任意球得分，
客场2∶2遗憾地战平对手。8轮战罢，积6分的中国队落后乌兹别克斯坦6分，获小组
第3名的希望破灭了。图为中国队球员于汉超（右）在比赛中进攻。 新华社发

其他小组战报
伊朗2∶0乌兹别克斯坦

（伊朗获世界杯入场券）

伊拉克1∶1日本

泰国1∶1阿联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