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需水量55.46亿m3

现状水务设施供水量49.79亿m3

缺水量5.67亿m3

需水量6.95亿m3

现状水务设施供水量5.99亿m3

缺水量0.96亿m3

其中我省的5个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据预测，2020年

临高 琼中
白沙 五指山 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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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7）琼01执112号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

作为被执行人海南一特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海口保税区京江置
业有限公司、张宏亮、廖忠金的申请执行仲裁裁决一案，已依法对被
执行的财产作出华智房估字[2017]第05010号房地产评估鉴定报
告。

智房估字[2017]第05010号房地产评估鉴定报告的主要内容
为：鉴定项目名称为海口市金濂路1号锦绣京江小区综合楼3778.78
平方米商业房地产及相应分摊的4988.5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价格评
估鉴定，最终确定鉴定对象于价值时点2017年5月19号的公开市场
价值为人民币33727588元。

本院拟依据上述房地产评估鉴定报告的内容对上述房地产进行
处置，如案件当事人对上述房地产评估鉴定报告有异议，应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
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地产。

特此公告
二○一七年六月十四日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570206
联系人：吴清川 联系电话：0898-6672622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7）海中法拍委字第3号

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并委托，由我公司对
以下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灵山镇锦丰作业队，证号分
别为：海口市国用（2005）第005065号、第005066号、第005067号、
第005068号、第005069号，总土地面积2039.66m2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参考价分别为人民币：78万元、117万元、108
万元、122万元、117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块。

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7年7月11
日10：0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
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7年7月10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报名地点：
海口市龙华路16甲号太阳城大酒店主楼8层；5、收取竞买保证金时
间：以2017年7月6日17：00前到帐为准；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
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营业部；账号：1009454890001153；7、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
卖，整体竞买优先，所有税、费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248828 13006006966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7〕8号

海南新隆药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000708861164T，法
定代表人：吴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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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一稽
通〔2017〕9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海
南省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关于印发2017年度医药行业专项整治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琼国税稽便函[2017]52号）的规定，我局对你公司检
查属期变更为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请你公司自收到
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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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科、卫佳佳；联系电话：0898-66791907；联系地址：海

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1室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6月21日

公开致歉声明
最近有媒体批露由我公司经销的约80吨“海螺水泥”存在质量

问题。对此事件，我公司曾于2017年1月25日和2月7日分别在
《海南特区报》、《海南日报》上登载了《公开道歉声明》，陈述了该质
量争议的事情经过：2017年1月15日由于天气能见度不够及卸船
设备出现故障，导致约10吨矿粉掺入了我公司经销的“海螺水泥”
中；操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于当日将上述货物装运给万宁大
丰收实业有限公司。我司对此事情作出了深刻反省，并迅速采取
了补救措施，同时公开登报对万宁大丰收实业有限公司及其客户
表示深深的道歉，并表示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在最近有媒体以海螺水泥有质量问题为由进行了报道，对此，
我们深感不安。万宁大丰收公司对水泥提出的质量争议，是由于
我公司在储存、发运等经销环节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海螺水泥公司
销售给我公司的水泥是合格的，不存在任何质量问题，与海螺水泥
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我公司对相关报道对“海螺水泥”可能造成的
品牌及商业信誉影响深感愧疚并诚挚表达深深的歉意。我公司将
以此为戒，大力改进各方面的管控措施，确保在经销环节杜绝一切
可能发生的质量瑕疵，尽全力维护好“海螺水泥”的品牌和商誉。
同时，我公司在此声明：若相关媒体再次宣传不实信息，我公司将
追究其相关责任。

海南汇佳城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二O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亚春明

长期以来，省港务公安局肩负重
任，严把入岛运输关卡，对毒品犯罪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侦破了特大毒品
案件1宗，部督毒品案件1宗，省督运
输毒品案1宗，缴获各类毒品64.4公
斤，查扣涉案车辆三台，各种子弹、雷
管、吸毒工具一批的可喜成绩。

“全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符朝
明是省港务公安局禁毒队队长。港口
环境复杂，客运查堵日常工作量大，但
符朝明带领的缉毒专业队伍一次次深

入到港口船舶，面对困难从不退缩。
一次，符朝明和缉毒民警正在秀

英港对抵港船舶上的小轿车进行检
查，发现一名司机神色异常慌张，形迹
十分可疑。民警随后发现这辆小汽车
后尾箱里的音箱有改装痕迹。丰富的
缉毒经验告诉符朝明，这里面可能有
问题，当民警将音箱撬开后，一包包用
透明塑料袋包装的疑似毒品立即露出
来。后经检验，这些塑料袋包装的物
品为冰毒，重达5000余克。

符朝明等人当场将驾驶该车的
男子抓获。为了保命，毒贩低声对符

朝明说：“只要你把我放了，我立马给
你送上15万元。”符朝明厉声拒绝：

“不要痴心妄想！”在这些诱惑面前，
港口缉毒警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何宁善于
以信息制胜，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智
多星”。何宁说，随着科技的发展，毒
贩运输、藏匿、销售毒品的手段更加
隐蔽，单靠传统的方法难以对贩毒团
伙形成毁灭性打击。为此，他从毒品
案件信息管理日常工作入手，并将信
息数据逐步转换为实战能力。

一次检查中，何宁发现一辆外省牌

号的小轿车形迹可疑，几个月内频繁进
出岛，且均不在旅游旺季，不符合自驾
游特征。通过综合统计分析后，何宁确
认驾驶员卢某有重大涉毒嫌疑。

经过侦查，一个跨境跨省的家族式
贩卖毒品团伙浮出水面，警方成功在海
口将卢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缴获
冰毒2.12千克，麻古0.877千克，以及
毒资20余万元，斩断了一条从缅甸到
云南临沧、昆明再通过快递邮寄到海口
的贩毒通道，也为这宗部督毒品案件的
成功告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

我省港务公安民警严把入岛运输关卡，对毒品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港口缉毒民警：“刀尖上”起舞的勇士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邹
小和）记者今天从省水务厅获悉，省水务厅根据
目前我省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及水务建设
现状，研究编制了《海南省“十三五”水利扶贫专
项规划》，到2020年全面解决全省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存在的饮水问题，贫困地区农村集中供水率
达到99%（全国平均为85%），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85%（全国平均为80%）。

省水务厅提出，坚持水务整体推进与精准扶
贫相结合。在整体提升全省水务支撑和保障能力
的基础上，瞄准贫困村、贫困户水务需求，切实为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水务支撑和保障。全省

“十三五”规划实施水务扶贫项目1319宗，总投资
约10.215亿元。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我省水务建设将
坚持重点水务工程与小微型水务项目建设相结
合，既要充分发挥重大骨干水务工程覆盖面大、
投资效益高的作用，更要注重支持与改善贫困群
众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直接相关的面上水
务项目，着力解决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引水、灌溉、防洪、水土保持等民生水务问题。

我省制定“十三五”水务扶贫规划

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
集中供水率将达99%

6月20日，外国游客在三亚
市榆亚路一家商店内选购旅游产
品。

据悉，去年我省出台一系列
促进民用航空发展、促进入境市
场开发的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开
辟国际旅游交通线，新开和恢复
境外航线达30条。今年前5个
月，我省又新开和恢复境外航线
8条，全省执飞境外航线46条，
航线网络已覆盖港澳台地区和韩
国、日本、泰国等15个国家。

截至今年5月底，三亚入境
游客总人数为26.983万人次，
同比增长91.94%。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今年前5个月

三亚入境游客
同比增长超九成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李
磊 通讯员李聪）今天上午，一场以戒
毒人员为招聘主体的特殊招聘会在
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举行。招聘
会由该所与省人力资源市场共同举
办，来自省内的10家企业为200多
名戒毒人员提供了操作工、空调安装
维修工等259个工作岗位。

招聘会上，共有52名戒毒人员
与企业签订了用工意向协议，他们将
在完成戒毒后，踏上新的工作岗位。
此外，为了拓宽戒毒人员就业渠道，
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还与省人力
资源市场签订推荐就业合作意向协
议，长期为戒毒康复人员推荐就业。

在招聘会现场，还设立了心理咨

询和就业指导区，心理咨询师和就业
指导师热心地解答了戒毒人员提出
的问题，帮助戒毒人员释放压力、提
高信心面对职场，真正回归社会正常
生活。

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戒毒人员的社会认可度较
低，回归社会心理压力大，若是在无

人管束的情况下，会出现复吸的情
况。为了让戒毒人员提高就业技能，
更好实现再就业，省琼山强制隔离戒
毒所还与培训机构合作，每年都不定
期组织戒毒人员参加电工、空调安装
维修和电动车维修等技能培训，并为
执业技能考核合格的戒毒人员发放
职业资格证书。

省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为戒毒人员举办特殊招聘会

52名戒毒人员找到新工作

海南禁毒大会战成果展示

本报三亚6月20日电（记者林诗
婷）涉嫌为无照经营的商家提供经营场
所，使用绝对化广告用语进行宣传，三
亚一商场涉嫌多项违法违规行为，日前
被该市工商局查处并罚，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被予以没收违法所得11.7万
元，处罚款合计人民币32万元。

今年3月1日，三亚市工商局执
法人员对一家大型购物广场进行检查
时发现，该商场涉嫌为无照经营的商
家提供经营场所，其中有5家租赁商
户在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从
事经营活动，截至案发之日，该商场收
取了这5家无照经营租赁商户租金
11.7万元。

涉嫌违规经营与宣传
三亚一商场
被罚32万元

本报八所6月20日电（记者罗安
明 通讯员彭泱锦）日前，东方市纪委对
东方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东方市
农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东方工业园区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许鹏飞违纪问题进
行立案审查。

经查，许鹏飞在 2014 年 3月至
2017年3月期间，违反廉洁纪律，违规自
定薪酬，违规领取工资收入58863.35
元。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
有关规定，经东方市纪委常委会议研究
决定，给予许鹏飞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东方市城投公司
老总自定薪酬被处分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田和新）近日，海南省公
安厅联手海口海关成功破获一起特
大骗取国家出口补贴款案，案件涉
及全国190多家公司，涉案金额高达
984亿元。从2014年到2017年间，
不法团伙共涉嫌骗取政府出口补贴
款约2.35亿元人民币。目前，4个专
业骗补团伙被打掉，15名犯罪嫌疑
人被抓获。

天价出口额露马脚

2015年 12月，海口海关缉私局
美兰机场分局在工作中发现，有7家
外地公司经常从海南申报出口电子元
器件至香港。

因为海南并没有生产这些电子元
器件的厂家，将货物通过海南口岸出

口这种舍近求远的方式，显得特别异
常。随后，海口海关在对这些公司调
查中发现，他们出口的电子元器件价
格，比其他口岸出口的同类产品报价
高了500至1000倍。

通过调阅数十万条的报关数据发
现，这7家公司与全国195家外贸生
产企业有关联。在海南口岸，他们的
出口货物申报额达5.1亿元人民币，
有通过虚假贸易骗取国家出口补贴款
的重大嫌疑。

因该案涉及经济领域犯罪，案情复
杂且涉案地广，海口海关将线索移交公
安机关。公安部经侦局指定省公安厅
经侦总队管辖，组成专案组侦办此案。

200多警力跨省抓捕

“我国对于一些商品，特别是电子

元器件出口有奖励措施。犯罪嫌疑人
就是利用政策漏洞疯狂作案。”省公安
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从2014年1月至
案发，这些公司在全国16个省32个
口岸共申报出口额高达984亿元人民
币。

据介绍，这7家公司并没有任何
生产经营能力，也没有正常的贸易行
为，其目的就是使用高报出口、走私回
流、虚假贸易的形式来骗取政府补贴
款。专案组调查发现他们在收取到各
地政府补贴款之后，集中将款项转移
到深圳的4家公司，之后通过地下钱
庄转给实际控制人。

今年5月24日，专案组以深圳为
主战场，出动200多名警力，在海南、
广东、湖南、江西、广西5省区同时开
展抓捕行动。在行动当天，4个不法
团伙被摧毁，陈某、刘某等15名主要

涉案犯罪嫌疑人相继落网，捣毁窝点
7个。

据了解，刘某是报关员出身，熟知
报关业务和国家出口相关政策。他在
外省成立了众多公司，利用自己的资
源，套用他的空壳公司进行虚假贸易，
通过虚假报关获取政府补贴款。他还
将收集到的报关信息进行出售，来收
取中介费用。

利用政策漏洞骗补

这些不法团伙是如何骗取巨额出
口补贴款的？他们的不法行为又对国
家造成了哪些危害？

据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根
据国家相关规定，年出口额在1000万
美元以上才能获得政府补贴。一些小
型企业每年出口量小，不满足退税退

补的条件，他们就把相关信息卖给报
关行，让报关行帮忙处理。一些报关
行与不法团伙勾结在一起，将众多小
型企业报关单上的公司名称改为空壳
公司的名称，将真实出口的货物数据
汇总在空壳公司的名下。

据了解，按照现在的政策，出口1
美元货物能够获得0.02元人民币出
口奖励金。面对诱惑，一些不法团伙
不惜铤而走险。

据介绍，不法团伙的另一种手段
就是把一些出口商品作为道具，虚报
价格骗取出口补贴。这样做的目的就
是为了每个月有持续高额出口金额，
从而骗取高额补贴款。

记者了解到，不法团伙在海南申
报出口货值5.1亿元人民币的商品，
经有关权威部门价格鉴定，实际货值
仅为131.24万元人民币。

我省破获特大骗取国家出口补贴款案
案涉全国190多家公司，涉案金额高达984亿元，骗补2.35亿元

海口保洁员
捡到钱包心不动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林容宇）“您的钱
包里有2792元现金、两张银行卡、一张省图书馆借
阅卡，请您查收一下。”今天上午11时许，家住海口
市琼山区中山南路福祥家园小区的郭先生，在小区
门岗值班室重获自己丢失的钱包。而拾金不昧的人
是该小区的保洁员大姐陈丽。据该小区物业管理处
负责人介绍，陈丽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好事了。

“当时我做完了上午的保洁，准备出去买菜做
午饭。当骑至小区6号楼1单元门口的时候，看
到地上有一个黑色的皮夹子。我就下车捡起来交
到门岗值班室了。”陈丽回忆道。

“当时我们发现除了现金和银行卡之外，钱包
里还有省图书馆的借阅卡。”收到钱包，一名值班保
安打开后发现，借阅卡上有姓名和照片。“这张照片
看着像是住在6号楼的郭先生。”然后在小区的电脑
系统里找到郭先生的手机号码，并联系了他。

接到电话的郭先生，匆匆赶到小区门岗值班
室，并核对了钱包里的现金和物品。郭先生告诉
记者，接了电话之后，他才发现手提包的拉链没有
拉上导致钱包丢失。

记者了解到，陈丽今年45岁，老家在海口市
秀英区东山镇美舍村，在海南金村物业公司做保
洁员已有三年，目前每月的工资1270元（扣缴社
保费用之后）。陈丽的丈夫目前在澄迈县的一家
工厂开铲车，有三个孩子，老二刚刚参加了高考，
老三目前在读中职，家庭压力很大。

“我们已经多次收到业主对陈丽的表扬，所以
这次交来捡到的钱包，我们并不意外。”海南金村物
业公司福祥家园小区管理处主任韦伟金告诉记者。

拾金不昧的保洁员陈丽。 本报记者 林容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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