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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识别号

460100754353857
460100754351528
460100742574142
460100201290411
460100767457209
460100754374877
460100747799914
460100798712583
460100062318735
460100754390850
460100730058458
460100767467124
460100557356776
460100754391175

460100578731715

460100793112677
460100735844810
460100735810661
460100767460344
460100698948759
460100780707217
46010039742904X
91460100MA5RD3C81Q
460100754357188
460100793107229
91460100MA5RDETN29

460100767497526

460100395179120
91460100MA5RDEHR9Y

纳税人名称

海南钱江投资有限公司
中商联合泰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明光大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联合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天琦测绘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双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德源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美龙投资有限公司
合肥大富建筑装璜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金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鸿昌达贸易有限公司琼山分公司
海南巨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华锐能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天朗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金顺合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龙骧炭业有限公司
海南和顺幕墙门窗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良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电阳科进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福源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和盈五矿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石安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嘉盛亚达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宾海纸业有限公司
海南铭品装饰有限公司
海南晨泰伟益实业有限公司

同济艺鼎（海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阔浩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安祥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陈 军
陈金财
弭 奎
李传明
林诗武
张祥旗
蔡甫温
程春博
张战鹏
张增源
郭声松
周克顺
王小龙
朱良武

林惠武

杨楚芬
张廷引
袁凤祥
黄潮江
黄 燕
冯增秀
张世群
吴晓虹
方伟斌
丁维中
周儒长

沈永余

刘松柏
侯兴才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130103196211250052
350521197406017533
370203196711063210
460100195307073030
460021197411060817
370121196502126411
460004198507090218
110222195004142733
640203196803081518
330623196807241077
460100591218003
42070019680223003X
460025198405284232
330323196905123633

460036194701217019

460027197408147928
370202196809120133
220303530620341
46010019790510123X
432301196509172027
460023196207192212
460021196909290818
330302196607183628
440527197508266717
320404196402160015
460031198202286411

310227650120421

430524194911055691
460028198306235637

经营地址

海口市和平大道55号钱江大厦5楼
海南省海口市南沙路46-2号明珠星苑金碧阁二层
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1202室
海口市国贸路56号北京大厦15A
海口市海府路73号农建友谊大厦七楼
海口市紫荆路4号紫荆信息公寓4B座
海口市金贸西路B二区诚田花园A栋ED室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振兴路8号区政府大楼109室
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A-8小区申亚大厦第十八层
海口市滨海大道黄金大酒店11层1108—1109房
琼山区甲子糖厂办公大楼201房
海口海口市凤翔路天龙王大酒家新楼第六层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西村丘海大道延长线东侧智海混凝土厂后侧
海口市金龙路18号海口温州大厦17A09房

海口市龙华区龙华路23号大骅商厦1809房

海南省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D栋1001室
海口市海秀路39号申鑫国际广场A2610-01房
海口市美兰区万恒路26号良缘雅苑（曲苑）4#楼5层502房
海口市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17层C座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层901房
海口市玉沙路16号富豪大厦北楼C座1705室
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3号碧湖家园4栋408房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6楼603房
海口市义龙后路10号工行宿舍B座101室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28号名门广场南区E座401室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11楼1105室

海口市五指山路16-3号康业花园西湖苑G-2-A房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第十九层1958-2房
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16-2号帝国大厦A座18层A-1806房

欠税税种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欠税金额

13,377,361.28
7,582,736.06
6,466,034.26
4,349,013.53
3,991,365.85
3,436,938.35
3,130,094.37
2,832,978.97
1,708,001.03
1,373,373.07
1,074,430.35

931,274.56
832,192.95
811,793.97
282,491.74
487,125.56
693,927.75
646,397.91
627,677.24
607,594.05
469,660.07
393,166.90
385,674.79
371,938.28
345,234.13
259,865.33
258,498.37
47,515.22

207,026.53
245,731.71
230,646.04

海口市国家税务局欠税公告
（2017年第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六条等有关规定，现将以下纳税人予以公告，公告所涉及的纳税人，必须及时与主管税务机关联系，按照规定办理解缴所欠税款事宜，否则，税务机关将

按照规定采取执法措施。

2017年6月22日

单位：元

《人民日报》聚焦海口城市文明建设

海口，管住任性更文明

■ 新华社记者 伍鲲鹏 白国龙

2017年初夏，搭载我国自主研
发的实践十八号卫星的长征五号遥
二火箭，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
迎来它的第二次发射，箭指群星的

“大地神弓”将再次拉开。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

明月。”在酒泉、太原和西昌，中国航
天人不断将飞天梦想推向新高度。
但由于铁路隧道直径等限制，直径
超过3.5米的火箭无法运抵内陆基
地进行发射，建设一座大型的低纬
度滨海发射场成为现实的需求。

为适应中国航天事业的可持续
发展，2007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
批准，在海南文昌建设我国新型航
天发射场。2009年9月，正式开工
建设。在攻克地基止水、建筑抗风、
防腐防雷等一系列工程难题，攻克
新型运载火箭推进剂贮运、加注、控
制等技术难关后，2016年，一座高
度信息化和自动化的现代航天发射
场最终建成。

与酒泉、太原、西昌三大发射场
相比，文昌航天发射场具有天然的
海上运输优势，使我国长久以来火
箭、航天器仅靠陆地运输的方式得
以改善，使今后更大直径重型火箭
的运输成为可能。

“文昌航天发射场是我国目前
规模最大、特色最显著、技术最先
进、发射能力最强的发射场。”曾任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发
射场区指挥部副总指挥长的易自谦
表示，这是我国第一座沿海滨建设
的发射场，与国内现有的三个发射
场形成了沿海内陆相结合、高低纬
度相结合、各种射项相结合的科学
布局。

文昌航天发射场占地16000余
亩，紧靠海岸。远望发射场，2座被
四个避雷塔环绕的固定发射勤务塔
最为引人注目。离海岸最近的“大
个子”塔架距海边仅600米，用于发
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而另一座

“小个子”塔架离大海稍远，用于发
射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在为期数年的建设过程中，两
座塔架经历了各种考验。2013年
11月，台风“海燕”登陆文昌，正在
施工的发射塔回转平台失去控制，
最后安装人员顶着狂风用自己的
双手将其成功收拢。2014 年 7
月，超强台风“威马逊”在文昌登
陆，虽然风力远超12级的塔架抗
风上线，但塔架牢牢扎根大地，主
体安然无恙。

走进发射场，第一个映入眼帘
的建筑就是高大的垂直总装测试厂
房。测试厂房总高度达99.4米，地
上 14 层，总建筑面积 21250 平方
米。它拥有众多“之最”：亚洲最大
的钢铁之门、中国单层最高的厂房、
中国最高的桁架安装。

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究院总
工程师刘晓华说，文昌航天发射
场可以发射各种轨道要求的航天
器，较低的轨道可将地球同步轨
道航天器推得更远，载荷更高。
相比内陆，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射
向也更广，其1000公里范围内均

为海域，火箭航区、残骸落区的安
全性也很高。

运用自主可控的国产软硬件
开发平台、一体化试验任务组织指
挥平台、信息管理网络化和技术保
障智能化……作为承接中国未来
航天梦想高度的“神弓”，文昌航
天发射场还采用了一流的测试发
射模式，火箭最少只用三天半的时
间就可组织发射。在建成后短短
一年多的时间里，它见证了空间交
会对接、组合体运行等航天领域更
多重大工程的顺利推进。

2016年6月，我国新一代高可
靠、高安全，无毒无污染的中型液体
运载火箭长征七号成功在文昌发射
场首飞；2016年11月3日，面对发
射时间6次调整、3次临机处置，文
昌再传捷报——承接飞天梦想的大
火箭长征五号成功首飞；2017年4
月20日，我国首艘货运飞船天舟一
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零窗口”发
射，成功牵手天宫二号。

承载着“航天梦”的新使命，中

国人走向无尽深空的大门未来还将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开启。“中国探月
工程三期主要目标任务是在2017
年前实现月面无人采样返回，将使
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
发射场把8.2吨的嫦娥五号探测器
送入地月转移轨道。”中国探月工程
三期副总设计师孙为钢说。除了月
球之外，中国首次火星全球遥感与
区域巡视探测任务也计划于2020
年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五号
运载火箭将探测器直接送入地火转
移轨道。

从月球探测、火星探测，到小行
星探测、行星穿越探测，乃至载人登
月、载人登陆火星，面向我国未来更
多的航天重大工程，文昌航天发射
场还将继续自己的使命，成为搭建
大国深空工程的平台。朝着年发射
频率最高的发射基地迈进，把一个
个承载着民族飞天梦想的航天器射
向群星，在星辰大海中篆刻属于中
国的印记。

（新华社海口6月22日电）

坚持生态立省
海南会更美
■ 毕宏基

阳春三月，我的一位兰州朋友来海南旅游，他
环岛一圈后回到海口，电话约见我。

我来到他下榻的宾馆，一见面，这位朋友就
说：“毕兄，你生活在这么美丽的海南，真是太幸福
了，好羡慕你呢！”

是呀！不用朋友对海南的赞美，我早就感到
自己是个幸运儿。海南山美、水美、花艳、林绿、空
气清新，海南的美，尤其体现为生态美。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多年来，经
过发展，海南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一定程度上
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欠发达的基本
省情仍没有改变，如何转换动力、进一步发展成为
重大课题。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进一
步明确了海南在我国改革开放全局中的独特地位
和作用，为新形势下海南发展指明了方向：加快建
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
好新海南。他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
系，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
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银行”。
海南全省上下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指

示精神，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2013年，海南
对《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进行修编，以进
一步深化和发展生态省建设。2015年 2月，时
任海南省代省长刘赐贵说，海南历届党委政府和
全省人民不断推进生态立省，共同留下这块生态
优良的宝地，这是用钱买不来、别人借不走的最
大优势。

几年来，海南坚定不移地坚持生态立省战略，
始终不渝地守住生态底线，深入推进六大专项整
治，保护好海南的青山绿水、碧海蓝天。

海南坚持生态立省，持续开展生态环境整
治，使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花更艳
了，空气更清新了。干净的空气、蔚蓝的海水、
葱绿的森林，无疑是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最优质

“旅游资源”，是吸引旅客纷至沓来的最具魅力
的“旅游产品”。实现全省人民的幸福家园、中
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三大
愿景”，无论从经济发展维度还是民生需求维
度，生态环境都十分重要，坚持生态立省，海南
会更美！

临别，我那位兰州朋友由衷地对我说，回去
以后好好宣传海南，让更多的朋友来海南旅游
度假。

（作者系海南省地质局退休干部）

箭指群星的“神弓”：

文昌航天发射场承载“航天梦”新使命

专题 主编：罗清锐 美编：陈海冰

近日，由知名财经媒体第一财
经主办的“中国上市公司持续创新
力大调查颁奖典礼暨2017上市公
司创新力研讨会”在上海隆重举
行。50余家上市公司高管和资本市
场资深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中
国上市公司持续创新力大调查榜揭
晓。康芝药业继2016年后再度登

榜，荣膺创新优秀实践奖！
该榜单旨在发现中国上市公司

年度“创新”典范、创新型公司荣耀领
袖，记录中国上市公司成长历程，见
证“创新”使命在中国的萌发与成长。

此次评选涵盖了互联网+、智能
制造、环保、新能源、金融、医药、农
业等领域。最终，包括康芝药业在

内的近50家上市公司在评选中脱
颖而出。

作为国内儿童药领域的领军企
业，及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科技
企业，康芝药业率先成立了以儿童
药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国家级企业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秉承创新的
企业精神，积极构建科研创新体系，

致力于打造中国儿童大健康产业的
领军品牌。

未来，康芝药业仍将以创新为
企业发展的驱动力，积极践行“儿童
大健康战略”和“精品战略”，为更多
儿童乃至家庭提供安全有效的健康
产品和服务。

（本版策划/撰文 阿珂）

康芝药业再度荣膺创新实践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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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叶
媛媛）今日，《人民日报》在第11版
显著位置，刊发以《海口 管住任性
更文明》为题的报道，聚焦海口城
市文明建设。报道从抓小抓细、细
化法规、系统施治三个方面阐述了
海口如何从整治身边的不文明现
象着手，对“无意识”管教并举，狠
抓制度建设，防止“不注意”向违法
行为扩大。

报道以近期市民喝酒聊天留下
垃圾公开道歉、恶意破坏共享单车

等为例，道出了城市文明建设中的
众多难题。有市民表示，很多不文
明行为往往是无意间产生的，由于
本人“无意识”，想彻底纠正也很费
劲。为此，海口一边从细处着手、
完善制度以纠正“不注意”，一边营
造氛围、统筹施治以防止“不文
明”，对培育身边的文明开始了新
一轮的探索。

比如，2016年底，海口对照全
国文明城市的标准，查出了39项问
题，其中包括在主要街道及公共场

所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电动车超
速、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等问题，问题
整改责任分解具体到人，一边查，一
边改。

个人不文明的行为虽小，但会
损害城市形象和社会风气，成为城
市管理阵痛甚至痼疾。有律师认
为，治理这样的“不文明”，如果缺乏
相关法规，市民的违法行为就很难
纳入有效监管范畴。

报道指出，目前，海口城市文明
建设不仅可依照《海南省爱国卫生

管理条例》和《海口市爱国卫生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规，同时通过细化管
理、加强宣传力度、建立诚信档案等
方式教管并举、以教促管。比如，去
年底，海口专门制定法规，设计行
人提醒往来司机让行的文明肢体
语言，并设6套电子警察抓拍机动
车斑马线不避让行人的交通违法
行为。2016 年 8 月以来，海口共
查处不礼让行人交通违法行为近
6000 起，斑马线上的交通事故同
比下降 60%；为了防止“不注意”

的不文明甚至违法行为扩大，仅本
月海口就针对乱打远光灯出台智
能抓拍远光灯系统、针对电动车乱
象强化电动车管理等十几项具体
执法举措，通过不断细化法规让管
理更可操作。

报道还提到，无论是个人文明，
还是城市文明，都离不开大环境的
支撑。海口在各项具体工作中，都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施
治，通过“一张蓝图”严格规划管控、
开展六大生态环境综合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