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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通知
陈德贤您于2016年1月23日到本公司选购了儋州豪德森达

商贸城19栋1、2、17、18号商铺，并支付了选铺改图保证金人民币
壹万元整；王珊您于2016年1月20日到本公司选购了儋州豪德
森达商贸城6栋7、8、11、12号商铺，并支付了选铺改图保证金人
民币贰拾肆万元整；符续年您于2016年10月14日选购本公司儋
州豪德森达商贸城31栋3号商铺，并支付房款人民币贰拾万整；
李静丹您于2016年5月5日选购本公司儋州豪德森达商贸城36
栋8号商铺，并支付选铺改图保证金人民币贰仟元整；吴新梅您于
2016年1月23日选购本公司儋州豪德森达商贸城30栋10号商
铺，并已支付了选铺改图保证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黄贵绒您于
2016年12月26日选购本公司儋州豪德森达商贸城32栋1号商
铺，并支付房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整；姜洪昌您于2016年3月21日
选购本公司儋州豪德森达商贸城13栋9号商铺，并支付选铺改图
保证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因以上客户一直未前来办理相关购房
手续，已影响了本公司的正常销售，现正式通知：请于本通知在报
纸上刊登后十日内，前往本公司售楼处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并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来办理，即视为您单方放弃权利，本公
司有权将您选购的商铺另售他人，并没收您已支付的选铺改图保
证金及房款。谢谢配合！

儋州豪德森达开发有限公司 二O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根据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关于评选
全国信访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人社部函
〔2017〕57号）要求，海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海南省信
访局组成海南省“两先”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开展海南省全
国信访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推荐工作。现将我省候
选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17年6月23日至6月29日。

推荐以下2个单位为全国信访系统先进集体：
昌江黎族自治县信访局
儋州市公安局信访科

推荐以下1名同志为全国信访系统先进工作者：
彭存：澄迈县信访局局长
接受干部群众监督电话：65389928，65388029（传真）
接受干部群众监督邮箱：337004816@qq.com
接受干部群众监督来访：海南省信访局720室
接受干部群众投诉信件以邮戳日期为准
联系人：王小营

海南省“两先”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6月23日

海南省“两先”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全国信访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候选人的公示

海南义隆实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100730064372

本局于2014年11月4日和2015年3月12日作出的《海南省地
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琼地税一稽处〔2014〕22号）
和《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地税一
稽罚〔2015〕3号）已生效，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相应的义务。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你公司
进行催告，请你公司将尚欠税款652,371.49元、滞纳金304,938.95
元、罚款183,767.24元,合计1,141,077.68元（因超期限未缴纳税款产
生的滞纳金以金三系统计算为准）立即缴纳入库，若你公司仍不履
行相应义务，本局将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催 告 通 知 书
琼地税一稽催通〔2017〕2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6月23日

根据市棚改办函[2011]205号文和美棚改办函[2011]008号文，
由我公司负责仙桥片区棚户区改造。其中“仙桥花园北苑”项目，批
建G、H、F三栋，该项目用地被一条12米规划路一分为二，东侧用地
建G、H栋，用地面积为6441.23平方米，西侧用地建F栋，用地面积
为4071.61平方米。当时只有G、H栋具备开工建设条件，F栋因白沙
农贸市场需升级改造，无法同时开工建设，现G栋和H栋已完工，与
之配套的小区道路、绿化、人防、消防等工程也全部竣工，并已进入联
合验收阶段。最近白沙农贸市场已建好，老市场的摊主也搬往新市
场营业。目前，F栋已具备开工条件并拟定于7月中旬动工。为此，
我公司向市规划局美兰分局申请先对仙桥花园北苑G、H栋验收，F
栋建成后再验收。如有异议，请在7日内向市规划局美兰分局反映，
电话：0898-66185705。

特此公示！ 海南恒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6月23日

关于仙桥花园北苑G、H和F栋分期验收的公告
受委托，分别公开招租：1、海口市滨海新村492号9间铺面；2、人民大道24号3间铺面；3、金宇东路29号三层房屋整体，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滨海新村492号8-1号铺面
滨海新村492号8-2号铺面
滨海新村492号8-3号铺面
滨海新村492号8-4号铺面
滨海新村492号8-5号铺面
滨海新村492号8-6号铺面
滨海新村492号8-7号铺面
滨海新村492号8-8号铺面
滨海新村492号8-9号铺面
人民大道24号24-1号铺面
人民大道24号24-3号铺面
人民大道24号24-4号铺面

金宇东路29号三层房屋

建筑面积（m2）
28.71
65.58
59.82
75.62
65.12
54.17
64.80
56.21
31.10
64.92
51.78
22.14

一层
二层
三层

386.36
320.55
37.20

挂牌底价/第一年租金（元）
20676
47220
43068
54444
46884
39000
46656
26976
7464
70116
55920
23916

418656

保证金（万元）
1

2.4
2.2
2.7
2.3
1.9
2.3
1.3
0.4
3.5
2.8
1.2

21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项目编号：QY201706HN0062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
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
所网站公告。2、优先承租权：原承租方在同等报价下享有优先承租
权，该优先承租权的行使方法为：原承租方应办理报名手续、缴纳
保证金，取得竞租资格并参与竞价，在竞价过程中同等报价下行使
优先承租权，否则视为放弃该权利。原承租方的确认以招租方提供
的名单为准。3、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在上一年

租金基础上递增6%，租赁期限为5年。4、公告期：2017年6月23
日至2017年7月6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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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5237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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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8（黄小姐）、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6月23日

海南义隆实业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100730064372

事由：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已生效的《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第一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琼地税一稽处〔2014〕22号）和《海南省
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地税一稽罚〔2015〕3
号）应缴纳的税费，经催缴仍未缴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扣缴税款20,588.00元，拍

卖财产抵缴罚款68,150.00元。尚欠税款652,371.49元、滞纳金304,938.95
元、罚款183,767.24元，合计1,141,077.68元（因超期限未缴纳税款产生的
滞纳金以金三系统计算为准）。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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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催告通知书》（琼
地税一稽催通〔2017〕2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该《催告通知书》，必须根据本催告的期限缴纳税款，然后可自
上述款项缴清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申请
行政复议。逾期本《催告通知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附件：《催告通知书》（琼地税一稽催通〔2017〕2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琼地税一稽公〔2017〕6号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6月23日 以下纳税人因我局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和邮寄送达方式均无
法送达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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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告送达以下内容:

限上述纳税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7日内，到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
局办税服务厅缴纳税款，并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
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与税款一并缴纳。逾期不缴将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理。上述纳税人对本通
知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0日
内依法向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满30日，视为送达。正式文书请上述纳税人到我局领取。税务机关
联系人：陈世雄 联系电话：0898-62921973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三分局
2017年6月23日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三分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琼海地税第三分局公〔2017〕1号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公告送达文书 税款(元)

1527251965
03120029

刘翠萍 16455.91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三
税务分局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

（琼海地税第三分局限
缴通〔2017〕30002号）

以下纳税人因我局无法送达文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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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告送达以下内容:

限上述纳税人自公告送达之日起7日内，到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
务局办税服务厅缴纳税款，并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
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与税款一并缴纳。逾期不
缴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理。

上述纳税人对本通知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通知不服，可
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申请行
政复议。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达。正式文书请上述
纳税人到我局领取。

税务机关联系人：陈文春 联系电话：0898-62921993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二分局

2017年6月23日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二分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琼海地税第二分局公〔2017〕1号

纳税人识别号 纳税人名称 公告送达文书 税款(元)

L2005521
0000000

海南正一实
业发展公司

《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税
务分局税务事项通知书》
（琼海地税第二分局
通〔2017〕9001号）

193776.86
按照有关规定，我局拟于近日对至今仍未申请领取的建筑安装业

纳税保证金进行全面清理，现将尚未领取的纳税保证金明细公示如
下：

请以上单位或个人于2017年7月8日前持保证金缴纳凭证原件，
到琼海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申请领取。公示期结束仍无人申
请领取的保证金，我局将按照有关规定上缴国库。

特此公告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

2017年6月23日

海南省琼海市地方税务局
关于领取逾期未取保证金的通知

尚未领取的纳税保证金明细表
序号 缴款人名称 保证金额（元）缴纳时间 收据号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海南赢宏实业投资公司
夏凡

长沙桐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琼海大欣实业有限公司
洪宇建设集团公司

海南金铭祥房地产公司
琼海宏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海南省一建筑工程公司

琼海市运输公司

2008.8.27
2008.9.9
2008.8.26
2008.4.6
2008.5.30
2004.5.13
2006.6.30
2007.12.11
2008.4.29
2008.4.29
2009.1.15
2005.12.7

00006158
00006161
00006159
00006141
00006147
0020404
00006062
00006130
00006143
00006144
00006173
0021243

50000
5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20000
20000
20000
10000
10000

采购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二、招标内容：
集团本部办公用品、耗材采购；
详见采购招标公告（网络版）：《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haikouwater.com）。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6月23日至2017年6月29

日，每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17时00分

（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6号水务大楼303室报

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代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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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加

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并购买招标文件，每个标的招标文件售价

200元，售后不退。投标保证金详见采购招标公告（网络版）。

四、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及《海口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haikouwater.com）上发布。

五、联系人及电话：张先生、唐先生 0898-66269665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清理规范涉企收
费、减轻企业负担工作。李克强总理
多次强调指出，大力清理和规范涉企
收费，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是贯彻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是深化简政放
权的关键内容，要尽快推出一批制度
性、管长远、见实效的清费措施，加大
审计、督查力度，以更大决心进一步清
理和降低涉企收费。

各地区、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在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本届政府成立
以来，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由
185项减少到51项，其中涉企收费由

106项减少到33项，政府性基金由30
项减少到21项。各省（区、市）也对地
方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了清理
规范，累计取消、停征和减免770多项
收费，每年可减轻社会负担超过470
亿元。社保费率稳步降低，2015年
以来多次降低失业、工伤、生育、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险费率，在确
保参保人员待遇发放的前提下，减
轻企业负担约 1350 亿元。今年年
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
合印发通知，允许失业保险总费率
为1.5%的省份结合实际，阶段性降
低至1%。

3月15日，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
者问时提出，力争全年减税降费能够

达到万亿元人民币。今年以来，国务
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多项制度性、
管长远、见实效的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措施，主要包括：清理规范一批行政事
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经营服务性
收费，降低银行业金融机构涉企收费，
推进网络提速降费，降低企业用能成
本，推进物流降本增效，清理工程建设
领域保证金等；同时，要求建立完善收
费目录清单管理制度，实现全国收费
目录清单“一张网”动态化管理，减少
涉企收费自由裁量权。以上政策，加
上已确定的减税措施，全年合计减轻
企业负担约10010亿元。

近期，从中央到地方持续推出一
系列降费措施，效果不断显现，为促

进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地区和
部门思想认识还不够深入，贯彻落实
还不到位，存在庸政懒政怠政现象，
有的对统一部署的清费措施“打折
扣”，已确定的政策迟迟落不了地；个
别地区和部门仍在乱收费、乱摊派，
不合理、不合规的收费也不清理。社
会各界对违法违规收费问题反映强
烈，必须要狠抓典型、坚决曝光、重拳
治理。

为抓好各项已出台政策措施的
贯彻落实，坚决查处各种违法违规乱
收费、乱摊派行为，确保兑现全年为
企业减负万亿元的承诺，国务院第四
次大督查把全面清理规范涉企收费

作为一项重点，聚焦四方面进行督
查：一是对照今年国务院确定的各项
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政策措施，取消、
停征、免征或减征相关收费情况；二是
各地清理自行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和经营服务性收费情况；三是有关部
门和地方按职责分工在门户网站上公
布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政府
定价管理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和行业协
会商会会费等涉企收费目录清单情
况；四是清单之外是否还存在违法违
规乱收费行为。

此外，中国政府网开通了“我为
大督查提建议”留言专栏，欢迎广大
网民提供违法违规涉企收费问题线
索，提出完善政策的意见建议。

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重点聚焦涉企收费

全年合计减轻企业负担约10010亿元

“曾想一辈子恓惶挨穷，如今吃上
‘海陆空’不再是梦！”当记者在地处秦
巴山区腹地的陕西省留坝县火烧店镇
天星亮村见到贫困户骆发忠时，他和
妻子刚刚从镇上回来，提着购买的日
常用品。

谈起脱贫后生活的不同，骆发忠
似乎还沉浸在难忘的“年夜饭”中：饭
桌上除了鸡鸭鱼肉，还有十几道菜。
多少年了，家里第一次吃上了“海陆
空”，这在以前是想也不敢想的。

回想起往日的年景，骆发忠感慨
不已：“我从小患有风湿病，劳动能力

差，家里满打满算也就8分地，小女儿
又在上学，家里经济来源少、收入低、
支出大，平时根本不敢到镇上去，过年
过节一锅萝卜炖肉要吃上好几天。”

面对着“无项目、无本钱、无能力”
的“三无”窘境，骆发忠认准了自己的
穷苦命，日子过得恓惶难熬。

改变来自精准扶贫在留坝的“落
地生根”。“包括县委书记许秋雯在内
的多位帮扶干部经常来到我家，结合
我的发展意愿和家里的实际情况，为
我量身制定了养猪、养蜂这种周期短、
见效快的产业发展项目，并免费为我
建猪舍、送猪崽、给蜂桶。现在，我家
的人均收入由原先的不到2000元提
升到了近6000元，顺利脱了贫。现在
小女儿开学也不用发愁了。”

四川省万源市峰桶乡新房子村后
槽子村民小组所在地平均海拔1760
米，最高达2410多米，是当地的最高

峰。村党支部书记谢家智说，这几年
变化最大的，就是村容村貌：现在公路
通到了村民小组，全村人用上了照明
电，自来水也解决了90％。

他说，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变，现
在来村里旅游的客人年年增加，这在
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村风礼仪的形
成。“原来生活穷，村民们言语不和三
言两语就吵成了一团；现在为了致富
奔小康，大家都注意起了自己的言
行：没有新风礼仪，外地人来了一次
就走，大家的腰包鼓不起来，脱贫致
富就是一句空话。”

记者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到，作
为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
秦巴山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区共包
括河南省10个、湖北省7个、重庆市5
个、甘肃省9个、陕西省29个、四川省
15个县区在内的75个县区，这里贫
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脱贫攻坚任务

艰巨。
记者在秦巴山区走访发现，以产

业发展、易地搬迁、教育扶持、低保兜
底、医疗救助为主要内容的精准扶贫
正在四川、陕西等多个省区扎实展开，
许多原先居住在山大沟深、信息闭塞
的深山老林里的群众如期走上了脱贫
的道路。依托秦岭、巴山的独特地貌，
绿水青山已经成为秦巴山区脱贫致富
的金山银山。

地处秦岭腹地的商洛，境内山高
坡陡、岩石风化，地质灾害类型较多，
山洪危害严重，是陕西省内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集中连片特困片区。从
2011年起，为了彻底解决秦巴山区地
质灾害多发、群众世世代代生活在贫
困状态的局面，陕西启动了陕南避灾
移民搬迁，时至今日，很多贫困群众走
上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道路，生存
状态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多年来，陕西省柞水县曹坪镇银
碗村特困户周国银一家3口住在两
间年久失修的土坯危房里，下雨胆战
心惊。如今，在银碗村安置点，楼群
林立、鳞次栉比，周国银一家没花一
分钱就住进了漂亮的楼房，成了柞水
县陕南移民搬迁“交钥匙工程”的第
一批受益者。

“十二五”期间，商洛全市累计完
成投资161.5亿元，实施移民搬迁8.9
万户33.7万人，分别占十年总任务的
49％、49.5％。

陕西省城固县委书记陈心亮说：
“我们要以‘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
和信心，树立追赶超越的目标，克难攻
坚、苦干实干，以更明确的思路、更精
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决不落下一户一人。”

记者刘彤 刘坤
（新华社西安6月22日电）

“曾想一辈子恓惶挨穷，如今吃上‘海陆空’不再是梦”
——秦巴山区脱贫攻坚采访见闻

砥砺奋进的5年

连片特困地区蹲点

6月22日，小朋友在“看谁跑得快”科普实验
展台前玩耍。

当日，以“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为宗
旨的“边疆万里行”科普大篷车队走进黑龙江省呼
玛县，展出多台物理科普实验器具及3D立体形
式的科普图版，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道丰富的科
普知识大餐。 新华社发（周长平 摄）

科普大篷车走进边城呼玛

6月22日，“希望厨师”在毕业典礼上展示在
西瓜上雕花技艺。

当日，第四届“希望厨师”毕业典礼在北京劲
松职业高中举行，57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完
成两年中餐烹饪学习和一年酒店实习，正式毕业，
将走上厨师工作岗位。

“希望厨师”项目是一个“授人以渔”的公益创
新模式，由李锦记集团创始于2011年。6年多
来，项目按照“帮助经济上有困难青年学厨圆梦、
为中餐业发展培养未来之星”的宗旨，已在全国招
录了400多名有厨师梦想的青年，全额资助（包
括学杂费、交通补贴和生活补贴等）他们学习中餐
烹饪。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希望厨师”在京圆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