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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15位客户的信用卡账户透支款项已经逾期，现予以公告，
请在见报十日内归还透支本息，否则我行将根据相关 法律向公安机
关报案。特此公告 二0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文昌市支行信用卡催收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张海标
林明宝
陈李杰
陈月兰
邱月芳
林道武
陈鹏

陈小坚
李萍
胡庆江
欧丽雅
陈烈
符文卫
陈贵

林锋

主卡卡号
404**********055
622**********258
622**********989
404**********369
622**********796
404**********379
404**********261
404**********651
520**********150
622**********225
544**********342
622**********866
520**********340
622**********009
625**********007
404**********846
622**********265

身份证号码
460001******251018
460022******102719
460022******040511
460022******013220
452424******041943
460022******010312
460022******07055X
460022******270010
433001******311224
331023******266217
460026******123922
460022******190312
460022******156814
460022******190512
460022******190512
460022******020315
460022******020315

拖欠本金(元)
49,500.00
39,994.14
29,960.59
26,939.61
28,740.42
27,902.00
19,980.90
19,946.88
19,802.46
18,355.66
15,993.37
13,980.22
13,311.54
39,397.24
598.00

35,982.58
3,999.00

为确保“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任务期间我省相关道
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决定，将对
文昌航天发射基地周边道路及通往文昌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现
通告如下：

一、实施管制时间和范围。2017年7月2日0时起，禁止运载
易燃易爆危化品运输车、核载5吨以上货运车辆进入文昌市管制
路段，管制路段禁止停放一切车辆；火箭发射前3小时，禁止无通
行证的车辆进入文昌市东龙线、龙昌线、文铜线和乌东线；火箭发
射前1小时，禁止一切车辆进入文昌市东龙线、龙昌线、文铜线和
乌东线，解除管制时间根据道路通行情况确定。

二、实施管制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的主要道路为文昌市旅游
公路、文铜线、乌东线；龙楼钻石大道、淇水湾大道、紫微路、彩虹南
北路；文城迎宾路、文东路、滨湾路、文昌大道、文清大道、航天大
道、清澜大桥。紧急情况下，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适时对文昌
市区其它相关道路以及海文高速公路、S201省道（琼海与文昌交
界，海口与文昌交界路段）、S205省道与G223国道交叉路口等通往
文昌的相关道路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三、注意事项。管制期间，请车辆驾驶人、行人自觉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严格按照道路交通指示标志、停车标志提示
通行和停靠，服从公安执勤人员的指挥。

因实施交通管制造成的道路通行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关于“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
任务期间实施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17年6月29日

致所有占用原“仙乐花园二期”项目场地的单位或个人：
我司是原“仙乐花园二期”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人，该用地位

于海口市金茂东路与明珠路交界附近。现因项目建设的需要，我司
将对项目场地原有建筑物进行拆除及进行地质勘探工作，为维护我
司的合法权益，现郑重通知如下：1、任何占用该场地的单位或个人，
须于本公告之日起30天内离开本场地；2、该项目地上堆放的不属于
我公司的任何物品及机械设备等，均须于公告之日起30日内全部搬
离；3、若不按本通知要求的期限离开本场地或不搬离堆放的物品及
机械设备，出现的一切后果由占用者承担。

特此通知
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北路海岸壹号佳景国际5B03房
电话：68531992

海南五色土投资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清场通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7）琼01执181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

10月19日作出的（2016）琼民再42号民事判决及权利人申请，
本院于2017年4月7日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
技术开发总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会海（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会海
工业总公司转让合同纠纷一案。（2016）琼民再42号民事判决第
三项内容为：限海南会海工业总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30日内将原琼山市狮子岭开发区西南侧32562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证号：琼山国用（永兴）字第0017号（新证号为1997—03—
0017）〕及地面建筑物所有权办理过户登记至东北财经大学经济
技术开发总公司名下。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拟按上述判
决内容对上述房产及对应的土地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
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
材料，否则，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予以处置。

特此公告
二○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异议征询的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7]1473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
作的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
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
权、所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
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
路国土大厦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
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电话：68512605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6月28日

产权申请人

王志峰

申请依据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14765号

土地坐落

海口市盐
灶路 145
号

申请土地面积

318.5 平方米

土地权属证件

市国规[1990]
603号

项目名称

昌信小区
别墅

原土地使用者

海口海航企业
房地产开发公
司

根据G98海南环岛高速公路白莲至龙桥段及S82联络线改扩建
工程的施工安排，现需要对龙昆南互通匝道实施交通管制。

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一、管制时间 2017年7月1日至2017
年8月10日。二、管制路段及管制方式（一）龙昆南互通前往西线
高速、洋浦方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需提前由南海大道或滨海大道西
延线绕行至海榆西线（225国道）从白莲互通前往西线高速；（二）龙
昆南互通前往机场、琼海方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去机场可选择由新
大洲大道前往；去琼海、三亚方向车辆，可选择由凤翔东路或琼州大
道→S81联络线前往东线高速，或由迎宾大道→羊山大道→观澜湖
连接线由观澜湖互通上高速前往东线高速；（三）龙昆南互通东向西
出口匝道施工封闭，由机场、G98东线高速前往龙昆南路、羊山大道、
海口市区方向车辆，可选择由绕城高速的观澜湖互通下高速前往，或
由G98东线高速龙桥互通→S81联络线→那梅立交（府城互通）前
往。三、龙昆南互通西向东方向往龙昆南路、羊山大道的出口匝道
正常通行。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
或按交通管理安全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
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7年6月28日

龙昆南互通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白莲至龙桥段改扩建工程

海南金永发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157020）：
经我局2017 年 3月 27日至2017年 4月 28日对你公司2015

年7月13日至2017年2月28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你公司存在
违法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一、违法事实：用虚假的海关缴款书抵扣
进 项 ，海 关 缴 款 书 编 号 720620151065102242- L02，
090820151081731402-L02，422720151277043034-L02的3张缴
款书。这些发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
第587号）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海南金永发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已申报
抵扣3份，税额13,971,043.67元。二、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三十七
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
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
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对海南金永发科技
贸易有限公司虚开发票的行为处以罚款50万元。以上应缴款项共
计50万元。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
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
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
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
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琼国税四稽罚〔2017〕2号

海南金旺源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48083281）：
经我局2017 年3月27日至2017年4月28日对你公司2015年

8月13日至2017年2月28日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你公司存在违法

事实及处罚决定如下：一、违法事实：用虚假的海关缴款书抵扣进项，

海关缴款书编号422720151277043026-L02。该发票不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海南金旺源实业有限公司已申报抵扣1份，税额7,068,371.58元。

二、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

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

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

对海南金旺源实业有限公司虚开发票的行为处以罚款50万元。以

上应缴款项共计50万元。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

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

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

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

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琼国税四稽罚〔2017〕3号

广告

催缴房款通知
现代商贸物流园商铺业主：

1、邹洲欠购房款1710000元；2、蔡祖前欠购房款752024
元；3、许达美欠购房款3354033元；4、陈惠欠购房款2412120
元；5、陈勇欠购房款480000元；6、林海青欠购房款280000元；
7、王振刚欠购房款230000元；8、符剑符史珊欠购房款1172025
元；9、黄朝渝欠购房款90000元；10、薛华若欠购房款660000
元；11、王芳欠购房款790000元；12、程建达欠购房款642003
元；13、黄良德黄文静王芳欠购房款420000元。同时我司已向
贵方寄送了书面的催款函，请注意查收。请您于2017年7月31
日之前,将上述逾期未付房款汇入我司银行账户或以现金方式支
付,逾期我司将采取付诸法律、追究违约责任、房屋另行出售等必
要的措施。为了双方的合作，避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影响,请慎
重考虑，务必如期足额地交纳房款，谢谢!特此函告!

海南聚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倡导者·塑造者·推行者——

世界眼中的习近平
砥砺奋进的5年

新变化

据新华社天津6月29日电 （记者陈芳 胡
喆）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风起云涌，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孕育兴起，人类开始迈向大智
能时代。29日在天津召开的世界智能大会上，科
技部负责人表示，我国即将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的国家规划，力争使之成为新一轮科技和产
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科技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完成了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和重大科技项目，面向2030，对人工
智能发展进行了系统规划。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即将发布

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
收费标准明日起下调
同时降低的还有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等收费标准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记者安蓓）又有多
项费用将下调。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29日宣
布，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公民出入境证件
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并降低国家储备
糖和储备肉交易服务价格。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电信
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
通知》，自2017年7月1日起，降低电信网码号资
源占用费、频率占用费、公民出入境证件费、机动
车行驶证工本费、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
工本费、水土保持补偿费、农药实（试）验费、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保护费等收费标准。据测算，此次
降低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预计共可减轻企
业和社会负担26亿元。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国家
储备糖和储备肉交易服务价格的通知》，降低国家
储备糖和储备肉交易服务价格，由每吨10元调整
为5元。

6月29日，在世界智能大会现场，一家参展
企业展示智能产品。当日，首届世界智能大会在天津
梅江会展中心开幕。 新华社发

首届世界智能大会开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创治国理政新境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步伐坚实，习近
平主席的足迹遍及各大洲。世人眼中：他平易近人，在海内外赢得发自内心的尊重和赞扬；他知行合一，元首外
交充分展现东方智慧；他开拓创新，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世界把脉开方；他务实担当，推动中国理念、中国
方案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西方长期主导和崇信的传统
国际治理话语中，充斥着各种各样
的“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鼓吹零
和博弈，“金德尔伯格陷阱”渲染全
球秩序真空，“中等收入陷阱”被用
作唱衰新兴经济体的工具……

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估这些“陷
阱”的虚实、真伪，如何避开这些“陷
阱”，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关乎人
类命运前途。

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

新的理念：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新安全观；共商共建共享的“一
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指明了“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人间正道。

在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看来，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是全世界在新世纪的重要
使命，激发了人们的共鸣和强烈认
同感。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对中
国如何跨越几大“陷阱”十分关注。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本着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
中美关系，奈高度评价，认为美中加
强各层面交往，客观理性看待对方，
完全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2016年3月，约瑟夫·奈在美国
洛杉矶一场演讲中指出，中国正在
进行的经济转型之路方向正确，中
国正在努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世
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再
次引起约瑟夫·奈的关注。他认为，
习主席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
的见解令人备受鼓舞，这也使得避
免“金德尔伯格陷阱”成为可能。

今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
主席呼吁携手将“一带一路”建成和
平、繁荣、开放、创新和文明之路，

“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美国前副国务卿马克·格罗斯曼
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化的一
种进步，有望惠及那些从未从经济全
球化中获益的人们。美国《洛杉矶时
报》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凸显的是
一个眼界开阔的新世界观。

白俄罗斯资深媒体人尼娜·罗
曼诺娃告诉新华社记者，中国领导
人提出的发展道路超越意识形态，
建立在互利合作基础之上，能够最
大限度吸引参与者。

新理念的倡导者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召开前不久，老挝著名摇滚歌
手阿提萨·拉达那冯激情演唱的
《一带一路》在老挝脍炙人口。谈
起编曲和创作初衷，阿提萨告诉
记者，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打
动了他，“一带一路”建设让沿线
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可能将影响
未来很多代人，他觉得要用一首

“有力量”的歌曲，唤起老挝年轻
人建设国家的热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
运筹帷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呈现
出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质、中
国魅力。随着中国“朋友圈”的不

断扩大，习主席的大国领袖风采也
在“朋友圈”中广获点赞。富有远
见，睿智开明，自信果断，从容大
气，和蔼可亲……这些都是“朋友
圈”中出现的高频词。

元首外交，既讲原则、讲道义，
又讲情谊、讲信义。“意气相投”“很
谈得来”……习主席同俄罗斯总统
普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
四川芦山地震，普京当天就发来慰
问电，时隔两天又打来电话，表达
深切慰问；巴厘岛上，获悉恰逢普
京61岁生日，习近平主席专门表示
祝贺，并送上生日蛋糕和礼物……

今年4月，中美元首在海湖庄园

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告诉美国一
家电视台，他与习近平主席相处得很
好。“我非常尊敬习近平主席”。“他是
一个非常棒的人……我们在一起很
投缘。”

莱索托外交大臣特洛汉格·塞
卡马内对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
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的风采印
象深刻。他评价说，习近平主席言
谈举止温文尔雅、待人接物平等真
诚。“与一些西方领导人不同，习
主席在彰显大国自信的同时，给予
非洲国家充分的尊重。”

国之交，离不开民相亲。民心
相通，习近平主席亲力亲为。

2015年9月，习主席访美期间前
往华盛顿州塔科马市林肯中学参
观。他鼓励孩子们：读万卷书，还要
行万里路，也欢迎大家多到中国走走
看看。去年金秋，林肯中学的近百名
学生来到中国游历十多天，许多孩子
感言这是“改变人生的一次旅行”。
中国之行后，他们中近半数已经开始
寻求前往中国深造的奖学金或学生
交流项目。

英国“卡兹顿的梨”乡村酒吧老
板史蒂夫·霍林斯念念不忘两年前
习近平主席对英国的“超级国事访
问”。其间，习近平主席与时任英国
首相卡梅伦前往霍林斯的酒吧小

酌，品尝英国“国菜”炸鱼薯条，并在
酒吧和当地民众轻松交谈。

“那一晚真是太棒了！是我人
生的亮点，”霍林斯告诉记者，“我
当时非常激动。（习主席）非常有
魅力，非常友善、风趣，我对此印
象深刻。”他透露，他还收到中国
方面给他发来的致谢邮件，其中表
达了习近平主席的谢意。

俄罗斯知名政论家塔夫罗夫
斯基在著述《习近平：正圆中国梦》
里这样写道：“习近平以主动、真
诚、坦率，赋予中国形象以个性化
的面孔，增进了世人对中国的好感
和了解。”

新形象的塑造者

人类是平等的，世界是多样的，
文明是多彩的。中国理念、中国方
案、中国智慧的价值和魅力，在实践
中熠熠生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自2014
年9月出版发行以来，至今已有22
个语种、25个版本，覆盖世界160多
个国家和地区。它蕴藏的中国发展
之道以及贡献于世界的“中国方案”

广受关注与好评。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评价，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分享了习近
平主席充满智慧、感情与人文关怀
的个人思想，令人备感启发、备受
鼓舞”。

全面从严治党。这一决心和
制度设计让一些西方国家和政党
看到权力得到有效监督的另一种

可能。今年2月，西班牙执政党人
民党决定设立党内监督机构“人
民监督办公室”，以惩治党内腐
败。此举被视为西班牙版的“纪检
委”。

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关系研究
院院长、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里
奥·里奥斯告诉记者，中国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

不仅让西班牙人羡慕，也让他们悄
然效仿。

“一带一路”建设。5月，在北京
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上，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嘉宾总结了

“一带一路”建设4年来的丰硕成果，
擘画了建设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
明的现代丝绸之路美好愿景。6月，
在西安举办的2017丝绸之路国际博

览会上，42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客商
聚首，围绕“一带一路”签署了诸多务
实合作协议。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让瓜达尔地区发生巨大的
变化，我们盼望习主席来瓜达尔港
看一看。”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民众对
记者说。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新方案的推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