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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17号

海南兴茂盛业科技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460100324098358，法定代表人：庄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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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处理决定书》（琼国
税五稽处〔2017〕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五稽罚
[2017]6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对你
公司在 2015 年 7-10 月将 4 份虚假的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号码：720620151065101579-L02，42272015277015094-L02，
671120151115011416-L02，420220151027026640-L02）认证抵
扣的违法行为定性为虚开发票，已认证抵扣的进项税额做进项转出
处理并补缴税款。2015年7月做进项转出6711644.98元，补缴税
款6711644.98元；2015年8月做进项转出8726031.49元，补缴税款
8726031.49元；2015年9月做进项转出9183877.63元，补缴税款
9183877.63元；2015年10月做进项转出10507317.65元，补缴税款
10507317.65元，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同时处罚款500000元。

联系人：孟迪、潘岭；联系电话：（0898）66792507；联系地址：海
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

特此公告 2017年7月7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16号

海 南 金 源 谷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460100395792240，法定代表人：韦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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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处理决定书》（琼国税
五稽处〔2017〕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五稽罚[2017]5
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对你公司
在2015年 8-10月将 2份虚假的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号码：
520220151025027825-L02，521220151125007848-L02）认证抵
扣的违法行为定性为虚开发票，已认证抵扣的进项税额做进项转出
处理并补缴税款。2015年8月做进项转出5170158.45元，补缴税款
5170158.45元；2015年10月做进项转出6032572.46元，补缴税款
6032572.46元，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同时处罚款500000元。

联系人：孟迪、潘岭 联系电话：（0898）6679250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

稽查局
特此公告

2017年7月7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15号

海 南 蓝 图 高 科 科 技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460100324179713，法定代表人：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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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处理决定书》（琼国税
五稽处〔2017〕3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五稽罚[2017]4
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对你公司
在2015年 8-10月将 2份虚假的海关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号码：
422720151277043027-L02，671120151115011785-L02）认证抵
扣的违法行为定性为虚开发票，已认证抵扣的进项税额做进项转出
处理并补缴税款。2015年9月做进项转出6649082.21元，补缴税款
6649082.21元；2015年10月做进项转出7970508.99元，补缴税款
7052984.15元，调减留抵税额917524.84元，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
同时处罚款500000元。

联系人：孟迪、潘岭 联系电话：（0898）6679250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

稽查局
特此公告 2017年7月7日

海南荣程新材料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工程项目新型材料的配送，通过集合资源源头、物
流配送、仓储管理、金融支持、定制销售等，多维一体，成功构建起大型项目供应链网络平台。

我们作为一家专业项目终端新型材料配送企业，始终关注国家产业扶持动向，紧跟产业政策及
金融导向，积极参与海南政府搭建的民生项目。

依托海南区位优势，贴合工厂、辐射全国，真正实现了一站式供应链，从工厂产品定制，到精
准配送，无缝对接。

目前，公司以其雄厚的实力及优质的服务获得众多客户认可，与国企、央企、上市公司长期合
作，其中商业战略合作伙伴有海航集团、恒大地产集团、绿地集团、富力地产、浙江万汇、华菱湘
钢、山河建设集团、五矿钢铁有限公司、中建一局、五局、八局及中冶天工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等建
筑业巨头，并在造船、机场、国防等，特殊结构钢领域占有极大的市场份额。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顺应市场需求，响应政府号召，实现企业社会责任价值，公司将
于2018年一季度挂牌上市，以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合作方式，优质的客户服务，立足海
南，覆盖全国，不断壮大公司体量，回馈社会，为海南经济发展助力！

海南荣程新材料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为拓展业务向岛外延伸，应业务需求，现向社会公开招聘市场拓展部总监一名、销售精英百名、融资证券专员十名，
薪酬由底薪、奖励、参股方式组成，在这里你有无限的发展平台！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2号帝豪大厦12B 联系人：辛先生 189-7632-2607 曾女士 188-8998-2525

诚聘
人才

招聘招聘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

称“长城资产海南分公司”）与深圳市大卫铂高商贸有限公司南山
分公司（以下简称“铂高商贸南山分公司”）对海南龙成房地产有限
公司债权处置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长城海南公司将其对海南龙
成房地产有限公司享有的主债权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铂高
商贸南山分公司（详见公告清单），特此公告债务人。

铂高商贸南山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海
南龙成房地产有限公司，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铂高商贸南山分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深圳市大卫铂高商贸有限公司南山分公司

2017年7月7日

转让
标的

债权

债务人

海南龙成房地产
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本金

30,176,435.00

利息

146,217,233.71

合计

176,393,668.71

保证人

无

海口市规划局
《海口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公示

《海口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确保规划编制更加科学合理，
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7年7月7日至8月5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规划局市政规划技术审查处，
地址：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52房，邮
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87，联系人：陈学勤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7月7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琼0106执179号

海南物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刘运生与你司劳动争议纠纷一

案，因你司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司公告送达（2016）琼0106执179号
限期领取财物通知，内容为：“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刘运生
与你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中，已依法拍卖你司名下位于海口市
金贸区百金城5号502B房〔房产证号：HK170995〕，限你司
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5日内到该房屋接收房屋内所有物品，因
拒绝接收而造成的损失，由你司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一七年三月十日

新华社天津7月6日电 金砖国
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
6日上午在天津开幕。国家主席习近
平发来贺信，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疾病无国界。为应对
共有的公共卫生挑战，金砖国家已经建
立高级别对话机制，推进金砖国家卫生

合作。我相信，本届会议将促进金砖国
家和各有关国家交流经验、凝聚共识，
携手应对全球卫生挑战。传统医药是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明
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中医药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其
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独特

优势受到许多国家民众广泛认可。
习近平强调，实现人人享有健康

是我们共同的美好愿景。我希望各方
充分利用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
医药高级别会议机制，深化卫生健康
领域交流合作，推进各方传统医药互
学互鉴，携手应对公共卫生挑战，为保

障人民健康作出贡献。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开幕式上

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发表主旨演
讲。她指出，卫生合作是金砖国家人
文交流的重要内容。作为2017年金
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以及大会东道主，
中国政府期待同致力于金砖国家卫生

合作和传统医药发展的伙伴们一道，
凝聚合作共识，规划合作蓝图，推动人
类健康事业发展。

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传统医药部
长及高级别代表，世界卫生组织等有
关国际组织代表，国内相关领域代表
等参加会议。

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召开

习近平致信祝贺

7月6日，民警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押解犯
罪嫌疑人。当日16时许，74名涉嫌网络敲诈勒
索的犯罪嫌疑人乘坐民航包机被中国公安机关从
柬埔寨押解回国。这批犯罪嫌疑人与涉及全国
20余省份的“微信裸聊”类网络敲诈勒索案件有
关，案件受害人800余名，涉案金额1200余万元
人民币。 新华社记者 谭畅 摄

涉嫌网络敲诈

74名犯罪嫌疑人
从柬埔寨押解回国

伟大的民族总能在绝境中浴火重生。
80年前的炮声，将一个沉睡的民

族惊醒。卢沟桥畔气壮山河的抗击，
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序幕。

秉持民族大义，担负救亡重任，中
国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战旗帜，引领夺
取胜利的正确方向。经过艰苦卓绝的
奋战，中国人民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
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滔滔历史长河，巍巍砥柱中流。
踏上新的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砥砺拼搏奋进，朝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昂扬前行。

高擎抗战旗帜
挺起民族脊梁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制造震
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妄图把中国变
为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
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国
共产党发出的呐喊，随着电波传遍全
国，激荡在每一位国人的心头。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日，
中国共产党即发表抗日宣言；同年，陆
续派出大批干部赴东北组织抗日斗
争；1932年4月，成立还不到半年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
对日战争宣言……在抗日战争从局部
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中，尽管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和武装力
量还很弱小，却承担起了抗日民族先
锋的历史责任，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
救亡图存的重大使命担当。

“坚持持久战”，1941年八路军挺
进军在此处留下的摩崖石刻，历经风
雨洗礼，仍然清晰如昨。

在艰苦而危险的岁月里，挺进军
专门派出兵力，以武工队的形式四处
动员群众抗日。遥想当年，一队队神
情坚毅的军人握紧拳头，以铿锵有力
的话语大声宣讲党的抗日主张，那份
执着源于一种何等坚定的信仰！

1938 年 5 月，面对甚嚣尘上的
“亡国论”“速胜论”，毛泽东发表《论持

久战》，集中全党智慧，科学系统地阐
明了持久抗战的总方针。

洋洋万言，犹如驱散云翳的旭日，
拨开国人心头迷雾，坚定了全民族抗
战的决心信心。中华民族振奋精神，
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伟大的抗战之中。

1937年9月，就在日军长驱直入
时，山西突然传来捷报——在一个名
叫平型关的地方，中国军队赢得了抗
战以来第一场重大胜利，日军“不可战
胜”的神话就此打破。作战的主角，是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就是死，也要头朝前倒下！”平型
关激战，进攻号角吹响，开国少将、时
任八路军营教导员李水清捂着中弹后
血流不止的腹部，毅然冲向敌阵。

“如果我倒下了，你们要接过去，
红旗绝不能倒！”抗日女英雄李林对身
边同志的嘱托，读来依然震撼人心。

山河换了新颜，英雄却不曾远去。
稻香漫野的刘老庄前，至今传颂

着新四军八十二位烈士血战殉国的悲
壮；峥嵘险峻的狼牙山巅，永远定格住
八路军五位壮士千仞一跃的身影；汹
涌咆哮的乌斯浑河，依然回荡着东北
抗联八位女战士挽臂投江的高歌……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
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
梁。”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针对当时
社会对抗日前途的悲观论调，鲁迅在《中
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

在艰难困苦中，正是中国共产党
人，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
王建学说，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

缔造空前团结
凝聚磅礴力量

车水马龙的重庆街边，古朴沧桑的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掩映在绿树
丛中。

抗战相持阶段，这座民盟元老鲜英
的公馆同样访客如流：中共人士周恩来、
董必武、王若飞，社会进步人士张澜、黄炎
培、沈钧儒，国民党要员冯玉祥、于右任、
柳亚子等，在这里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彼时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倡导
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
国共合作为基础，各层各界同日本侵
略者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满目疮痍
的华夏大地发出“最后的吼声”。

从“八一宣言”力主团结到瓦窑堡
会议指引方向，从西安事变秉持大义
到皖南事变忍辱负重……抗战期间，
尽管几经波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如
磐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牢守护着
中华民族的命脉。

从共产党身上，人民看到了与国
家存亡与共的坚定决心——

山西省太原市档案馆，珍藏着一
份八路军总部行动路线图。纵横交错
的路线显示：1937年9月至1945年8
月，八路军总部在山西辗转迁移69处，
但始终坚持战斗在日军占领区的腹地，
如利剑刺向敌人心脏。

从共产党身上，人民看到了浴火
重生的希望——

广州，珠江畔。一座音乐家的雕
像临江而立，仿佛正在指挥滔滔江水，
奏响一曲雄壮的大合唱。

他就是冼星海。1938年，这位33岁
的年轻人被中国共产党深深感染，毅然前
往延安。在那里，他入了党，完成了一生
中最著名的作品——《黄河大合唱》。

“四万万五千万民众已经团结起
来，誓死同把国土保！”

当10名八路军战士为掩护千余
群众脱险全部牺牲，当一位母亲将至
爱的丈夫和 5个孩子送上战场，当
500多名青年在左权将军公葬之日当
场含泪参军……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此筑起一道
日本侵略者无法逾越的长城。

从共产党身上，人民看到了新中
国的曙光——

1940年，爱国侨领陈嘉庚回国考察
完重庆，坚持要到延安看看。走遍延河
两岸，与共产党人促膝长谈后，他向海内
外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
抗日民主政权，形成了大体相近的政
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政策，为创建
新型国家积累了经验。”延安革命纪念
馆馆长张建儒说。

“从开展全民族抗战到进入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冲刺阶段，80年来的历
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能团结带领最广大的中国人民；只有
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才能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李宗远说。

传承抗战精神
走向伟大复兴

2017年6月21日，在山西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兴县蔡家崖村，向
晋绥边区革命烈士敬献花篮，瞻仰晋
绥边区革命纪念馆，参观晋绥边区政
府、晋绥军区司令部旧址。

烽火当年，葱茏草木之下，曾有烈
士的鲜血流淌。

驻足凝视，习近平动情地说，全党同
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
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
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
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这是走向复
兴的中国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1944年9月5日，共产党员张思德
执行任务时不幸牺牲。三天后为他举行
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同志出席，并发表了
那篇广为流传的演讲——《为人民服务》。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
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左权、杨靖宇、赵一曼……正是这

种深植灵魂的红色基因，激励共产党
人在战争岁月浴血斗争、不畏牺牲。

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廖俊波
……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先进本色，
感召共产党人为国强民富呕心沥血、
接续向前。

成立96年来，党领导人民开展土
地改革告别封建剥削制度，不断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实现7亿多人口脱贫……

成立96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
数十人，逐步发展成为拥有8900多万党
员、45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

始终坚持自信自强，这是走向复
兴的中国融于血脉的鲜明特质——

白洋淀，荷花绽放，芦苇摇曳。
端岗楼、打伏击、除特务、诛汉奸

……岁月流转，人们依然传颂着雁翎
队抗日杀敌的传奇。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70多年过
去，在这片曾被硝烟笼罩的恬静水乡，
承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重任的河
北雄安新区蓝图绘就，将写下中国改
革发展新的传奇。

遭受侵略，是因为“落后就要挨
打”；战胜侵略，是因为在逆境中自强。

从用不到世界十分之一耕地养活
超过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到跻身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从国产大飞机一飞冲
天，到新型万吨级驱逐舰驶向深海
……今天的中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
令世人惊叹的奇迹。

从向深度贫困宣战，到向改革“深
水区”进发；从决胜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到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
路怎么走”……今天的中国，直面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始终坚持和平发展，这是走向复
兴的中国面向世界的庄严宣示——

今年春季，全国教科书全面落实
14年抗战概念；七七前夕，国歌法草
案公开征求意见。

“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
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
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
好纪念。”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话
语，代表着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心声。

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发起成
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从参与全
球维和行动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人民将刻骨铭心的苦难记
忆，化作对和平发展的不渝追求，为维
护世界和平持续贡献智慧力量。

岁月的脚步不会停歇，奋斗的征
程永远向前。

1937年，22岁的焦若愚投身抗日
的行列。次年，他担任中共宛平县长。

2017年，102岁的焦若愚出席中
共北京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全体
代表中最为年长。

“别忘了抗战历史，不管时代怎么
变化，我们的事业和精神要一代一代传
下去！”这位有81年党龄的老党员殷殷
叮嘱。

（据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
邹伟 罗争光 乌梦达 徐扬）

砥柱中流，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写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

住房公积金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
“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记者王优玲）记者6
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
接续平台已全面投入使用，使住房公积金在全国
范围内实现了“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据了解，全国所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
末全部接入平台，自7月1日起，住房公积金异地
转移接续业务已全部可以通过平台办理。这能达
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目标，提升了住房
公积金服务效率。

住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跨区域就业的住房
公积金缴存职工在手续齐全、符合转出地相关规
定的情况下，向转入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
申请，即可通过平台办理转移接续业务，解决了过
去职工往返奔波、手续繁杂、时间过长等问题，提
高了服务的便捷性和有效性。

我国中星9A依靠卫星
自身推进器成功入轨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获悉，我国中星9A依靠卫星自身推
进器成功入轨。

2017年6月19日，长征三号乙遥二十八火箭发
射中星9A卫星过程中未能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在西安卫星测控中心
的密切配合下，通过准确实施10次轨道调整，卫
星于2017年7月5日成功定点于东经101.4°赤
道上空的预定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