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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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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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7年7月21日16时在我公司拍卖厅依法公
开拍卖以下标的物：位于海口市金贸区世贸东路2号C栋2004房
（产权证号：36511），建筑面积 186.44平方米。参考价：人民币
80.31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7月19日12时止。
缴交竞买保证金时间：竞买保证金必须在2017年7月19日16

时前到账。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7月19日17时前

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898）66532003 吴先生 66745877吕先生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70721期）

海口市规划局
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建筑设计方案公示启事

为全力打造服务型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内涵，改善民生福祉，市委、市政府决定建设海口市市民游客之
家项目，作为政民互通互动的桥梁、城市综合管理的最佳平台、展示椰城
的最美视窗、智慧城市的形象标杆。经多方论证，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初
步选址于滨海公园内，现设计方案已初步完成。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
市民游客的意见和建议，现将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公示。一、公示时间：15
日（2017年6月30 日至7月14 日）。二、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站
（www.hkup.gov.cn）。三、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号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
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四、咨询
电话：68724373、68724394，联系人：赖龙威、黄武。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6月30日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17年7月11日下午15:00时在洋浦经济
开发区新浦大厦12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琼 AJ0607 梅赛德斯奔驰 WDDNG56X86A 小型轿车;琼
E03862宇通牌ZK6100DA9大型专用客车(校车）;琼E11268华泰圣
达菲牌SDH6454M3小型普通客车; 琼E06095雅阁牌HG7201轿
车；琼 E08756 马自达牌 CA7201AT 轿车；琼 E14278 大众牌
FV7166FAAGG小型轿车；琼E14395大众牌FV7166FAAGG小型
轿车；琼E03430北京现代BH7160A轿车；琼EN0000吉姆西.赛威
1GTZGGBG小型普通客车；琼E11860朗逸牌SVW7167HSD小型
轿车等10辆汽车。竞买保证金2万元/辆。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2017年7月4、5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新浦
大厦停车场。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7月10日下午16：00时前来我公司了
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

地址：海口市文华东路3号市政办公楼第七层。
电话：66753061、18808907588。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008期

为切实做好文化体育广场项目用地清表工作，保障项目建设顺利
推进，决定对文化体育广场项目工程用地范围内所有的青苗及地面建
（构）筑物（坟墓）进行清理。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清表范围。
环市三路以南，环市二东路以北，纵一路以东，东塘沟以西的用地范围
内，以及城北新区控规中F02-2、F06-1地块，总面积1660.07亩（具
体准确范围以项目用地勘测定界图为准）。二、凡对上述范围内有青
苗及地面建（构）筑物（坟墓）所有权、使用权或他项权利主张的单位或
个人，请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万城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
逾期不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权利主张。三、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凡
在用地范围内突击抢种的树木、青苗，抢建的建（构）筑物（坟墓）一律
不给予补偿。特此通告。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万宁市万城镇人民政府
2017年6 月 29 日

万宁市国土资源局 万宁市万城镇人民政府
关于文化体育广场项目工程用地清表的通告

海南金永发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157020）：
我局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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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事实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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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
务院令第362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完税凭
证、发票、出口凭证以及其他有关涉税资料应当合法、真实、完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38号）第九条：“纳
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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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
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
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发

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根据《关于
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2年第33号）的规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
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根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
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三十二条之规定，海南金永发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应补缴2015年8-10
月应补缴增值税13,971,043.67元，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根据《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
定(二)》第六十一条、《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
令第310号）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
六条的规定，将本案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
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
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
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被税务机关
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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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决定书
琼国税四稽处〔2017〕4号

海南金旺源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48083281）：
我局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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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事实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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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决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362号）第
二十九条第一款：“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发票、出口凭证
以及其他有关涉税资料应当合法、真实、完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
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38号）第九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
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
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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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
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
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发票；
（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根据《关于纳

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33号）的规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
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根据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
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规定的解释》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海南金旺源实业有限公司应补缴2015年10月增
值税7,068,371.58元，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六十
一条、《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
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将本案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
内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
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
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
自上述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
十日内依法向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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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决定书
琼国税四稽处〔2017〕5号

因严重违纪
海南交控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忠信
被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况昌勋 通讯员
杨阳）日前，经海南省委批准，海南省纪委对海南
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交控）党
委书记、董事长刘忠信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
审查。

经查，刘忠信同志违反政治纪律，向组织
提供虚假信息，掩盖事实，干扰、妨碍组织审
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二
十条规定，海南交控违规给公司领导人员（含
刘忠信）发放补贴，对此负主要领导责任；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违规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
费用。

刘忠信同志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组织纪律观
念缺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审
议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刘忠信撤销党内职务
处分；由省监察厅报省政府批准，给予其行政撤职
处分，按部门正职以下非领导职务安排工作；收缴
其违纪所得。

本报海口6月29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徐家启）记者从海口市交通
运输与港航管理局获悉，7月1日起，
海口市相关部门将开始办理《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运输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
营许可证》的申领业务。据悉，符合要
求的网约车驾驶申请人需参加从业资

格考试，此外，从业人员还须办理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许可证两项手续。

据了解，申请成为网约车主需拥
有海口市户籍或海口市居住证，未超
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身体健康；取
得相应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
有3年以上驾驶经历；无交通肇事犯

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
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
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无暴
力犯罪记录。

申请人到海口市海甸五西路怡心
路10号运政服务中心窗口领取或登
录海口市人民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网站
（sns.haikou.gov.cn）下载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许可申请表，按要
求填写申请表，并提供《出租汽车驾驶
员从业资格证申请表》《身份证》和本
市居住证（非本市户籍人员提供）《机
动车驾驶证》原件和复印件、近期1寸
和2寸彩色照片各4张。委托网约车
平台公司代为提出申请的驾驶员应当
提供双方签订的有效委托协议。符合

条件的申请者须参加考试。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和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在海
口市龙华区滨涯路57-3号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便民服务点办理，申请人可
在办事大厅交通窗口领取或登录海口
市人民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网站下载相
关申请表并按要求填写。

海口明起办理网约车相关证件
申请成为网约车司机须参加从业资格考试

关注海口“双创”

本报海口 6 月 29 日讯 （记者
李磊）记者今日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获悉，6月27日，省人社厅下
发《关于按2016年度在岗职工平均

工资征缴社会保险费和计发社会保
险待遇的通知》，自2017年7月1日
起，我省上调养老、医疗等五项保险
缴费基数。

通知指出，2016年全省在岗职
工月平均工资为5214元。根据我省
养老保险条例等社保政策法规，自
2017年7月1日起，养老保险最低缴

费基数调整为2867.70元（社会平均
工资的 55%），最高缴费基数为
15642.00 元（社 会 平 均 工 资 的
300%）；医疗保险等其他四项保险最

低缴费基数调整为3128.40元（社会
平均工资的 60%），最高缴费基数
15642.00 元（社 会 平 均 工 资 的
300%）。

海口一餐厅
广告牌起火
幸无人员伤亡

本报海口 6 月 29 日讯 （记者
计思佳 通讯员杨宇鑫 潘伟）今天上
午11时许，位于海口市海秀路的东北
人餐厅外立面广告牌着火，现场浓烟
滚滚。由于餐厅装有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阻止了火势向店内蔓延，大火被随
后赶来的消防官兵迅速扑灭。火灾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

11时17分，消防官兵到达现场，
经侦查了解，着火点位于东北人餐厅外
立面广告牌。到场官兵立即组织人员
进行灭火。11时30分许，明火被扑灭。

起火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我省7月1日起上调五项保险缴费基数

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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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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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G98环岛高速公路白莲至龙桥段改扩建工程施工

海口龙昆南互通下月起实施交通管制

三亚加快建设
西岛美丽渔村
“企业+农户”投资方式
鼓励村民参与建设

本报三亚 6月 29日电 （见习记者徐慧玲
记者黄媛艳）特色石块铺就的街巷小道，礁石墙
充满了古朴的气息，三亚市首个美丽渔村——
西岛美丽渔村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记
者从三亚市天涯区获悉，位于西瑁洲岛的该项
目将结合当地独特的渔村文化、红色文化、海洋
文化等历史文化资源，打造涵盖文创旅游、民宿
度假、文化体验、科普教育、生态渔业等为一体
的美丽渔村。

据了解，西瑁洲岛可划可分为滨海文创共
建区、海岛生态共治区、渔村文化示范区、原乡
生活体验区等4大区域。西岛美丽渔村作为其
中的重点，有望推出民宿聚落、主题渔市、文创
商街、文化演艺等建设项目。值得一提的是，渔
村风情民宿、渔村风情商业街、村民集市的建设
将采用“企业+农户”的投资方式，鼓励当地村民
参与到美丽渔村的建设中来，让村民乐享全域
旅游建设成果。

目前，该渔村基础建设主要围绕道路工程、
排水工程、排污工程等逐一开展。三亚市天涯区
相关负责人表示，美丽渔村的建设将深挖当地特
有的渔家文化、滨海文化和红色文化，结合智能
科技打造特色美丽渔村。

下一步，天涯区将从教育、医疗、养老等
方面配套升级西岛美丽渔村的公共服务设
施，给当地居民带来便利的同时保障游客的
出行安全。

6月29日下午，海口市“青年
文明号开放周”活动启动仪式暨“双
创”志愿服务日活动启动。

启动仪式结束后，海口20个青
年文明号集体和争创单位开展了法
律援助、金融咨询、健康体检、免费
理发等活动，为群众提供服务。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创建青年文
明号活动组委会指导，共青团海口
市委员会、海口市创建青年文明号
活动组委会主办，共青团美兰区委
员会协办。活动持续两周。

文/本报记者 叶媛媛
通讯员 吴菲菲
图/本报记者 张茂

“青年文明号开放周”
活动启动

本报海口6月29日
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张璐）记者从有关部
门了解到，根据海南环
岛高速公路G98白莲至
龙桥段及S82联络线改
扩建工程的施工安排，
今年7月 1日至8月 10
日，海口市龙昆南互通
匝道将实施交通管制。
具体管制路段及管制方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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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图/杨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