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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贷款催收公告
万宁兴隆新惠康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美事达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河南美事达置业有限公司、陈万权、邹峥：

万宁兴隆新惠康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7日从
我行借款2000万元，由海南美事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万宁兴隆
新惠康酒店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由河南美事达置业有限公司、
陈 万 权（身 份 证 41272719781011261X）、邹 峥（身 份 证
411381198701310414）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因借款人连续违约，我行已于2017年5月15日根据借款合同
的约定宣布本笔贷款提前到期。请贵公司（您）立即履行还款（担
保）责任，立即归还我行全部贷款本息合计1820万元(其中贷款本
金1790万元、积欠利息30万元，截止2017年9月27日。具体金额
以归还日为准)。否则，我行将加快推进法律诉讼程序，拍卖处置抵
押物，并将贵公司（您）报送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员名单。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2017年9月27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7]8号

海南华盛兴实业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号：460100324107429；法
定代表人：李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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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事
项告知书》（琼国税二稽罚告【2017】8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
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及第三十七条
规定，拟对你公司虚开发票的违法行为处以 50 万元罚款。
联系人：陈运官；联系电话：0898-66791307；办公地址：龙昆北路
10号国税大厦6楼8602房，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7年9月26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7]9号

海南佳好实业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号：460100394412138；法定
代表人：何炳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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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事
项告知书》（琼国税二稽罚告【2017】9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
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及第三十七条
规定，拟对你公司虚开发票的违法行为处以50万元罚款。联系
人：王心博；联系电话：0898-66791307；办公地址：龙昆北路10
号国税大厦6楼8602房；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7年9月26日

五指山市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受五指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定于2017年10月21日下午14:30

在五指山市公开拍卖：五指山市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共17辆（拍卖清单
详见我司网站）；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展示地点：五指山市新市委党校
停车场（老职业中学）；展示时间：10月18日至19日；报名时间：10月21日
上午8:30-12:00（请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汇款凭证）；报名及拍卖
地点：五指山市新市委党校多媒体教室。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车辆现状
（含瑕疵）净价拍卖，车辆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拍卖车
辆不含号牌，成交后按现状交付；2、拍卖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转为车辆过户
履约保证金，买受人须在成交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车辆的过户手续；3、有
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0月20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账户
（户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
行：建行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保证金不接受现金或代缴。拍卖机
构：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电话：68555951 18508955059
13005097307；网址：www.hntiany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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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湖南国际旅游节开幕
本报湘阴9月26日电（记者傅人意）9月25

日，以“锦绣潇湘、天下洞庭、水韵湘阴”为主题的
2017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开幕式在湖南省岳阳
市湘阴县洋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举行。来自14
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旅行商和媒体记者欢聚
在万亩湖光山色中，享受一场以梦幻山水实景为
舞台、具有浓郁湖湘文化魅力的视听盛宴。

据了解，开幕式采用VR技术、多屏互动等现
代尖端科技，以“水韵洞庭”“楼记天下”“梦圆潇
湘”三个篇章，通过巧妙编排歌舞、脱口秀、小品、
民乐、焰火等各类文艺表演，全面展示湖南14个
地州市的精品旅游资源。

此外，本次旅游节活动还将举办首届天下洞
庭·滨水休闲旅游高峰论坛、“相约青山岛 洞庭生
态游”、湖南精品旅游线路考察、洋沙湖国际摩托
艇邀请赛、首届岳州窑文化复兴艺术节，以及环洋
沙湖国际自行车、马拉松、徒步山地户外健身大赛
等特色主题活动。

据悉，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已连续成功举办
15届，成为全国知名旅游节会品牌。本届旅游节
由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岳阳市人民政府主办。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陈炜森 张
胜楠）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秋冬攻势”
行动自8月2日启动以来，全省各级公
安机关持续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严打高
压态势，取得明显成效。期间，成功破
获3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破获省级
目标案件2起，打掉贩毒团伙10个。

9月12日，海口市公安局成功破
获“2017-463”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件，成功摧毁一横跨琼、赣、皖等五省
的贩毒网络。

今年6月，海口市公安局禁毒支
队在对精神麻醉药品日常监管中发
现：有人在海口城区网吧贩卖复方磷
酸可待因口服液（含有可待因和麻黄
碱成分，长期或大量服用会产生快感
和幻觉，易使人成瘾），并从中获取暴

利。通过侦查，警方查实了以陶某为
首、以林某某等人为核心的犯罪团伙，
利用互联网与上家联系，通过物流运
输方式从江西、安徽等地大量购买复
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液在海口贩卖。根
据工作部署，海口市公安局随即成立
专案组，在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指导协
调下，分组赶赴江西、安徽等省追查复
方磷酸可待因的来源。

在查清团伙结构和主要犯罪事实
的基础上，在公安部禁毒局的统一指挥
下，在江西、安徽等地警方的大力配合
下，专案组分批次进行抓捕收网，先后
在海口、南昌和蚌埠等地抓获犯罪嫌疑
人彭某某、屈某某（女）等10人，缴获国
家管制一类精神药品复方磷酸可待因
2.37吨，冻结资金人民币23.7万元。

9月10日，在省公安厅的统一指
挥协调下，昌江黎族自治县公安局、海
南海警一支队联合广西柳州警方成功
破获“2017-385”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缴获K
粉2.2公斤、麻古1000粒（重26.1克）、
仿64式手枪1支、子弹21发、砍刀5
把、斧头3把，查扣涉案小轿车4辆、
各类银行卡20余张，查获、冻结毒资
人民币30余万元，端掉涉毒窝点5
个、带破毒品案件5起，成功摧毁了一
个横跨琼、桂两省区的贩毒团伙。

今年6月初，海南海警一支队在情
报研判工作中发现，一名叫梁某某的男
子纠集多名社会闲散人员，勾结广西毒
贩大肆将K粉等毒品从广西柳州贩运
到海口、昌江、澄迈等市县贩卖，谋取巨
额暴利。为进一步查清该团伙网络架
构，省公安厅禁毒总队统一指挥昌江县
公安局、海南海警一支队、儋州市公安
局等单位，迅速抽调民警成立工作专
班，对梁某某团伙涉毒线索落地查证。

经过三个多月的缜密侦查，专案组
查清了该团伙的活动规律、贩毒规律、
毒品来源、毒资流向等全链条关键情

况，掌握了大量犯罪证据。9月9日，专
案组发现广西上家姜某将携带大量毒
品前来海南进行交易。专案组研究后
决定收网，部署警力在海口、昌江、澄迈
和广西柳州等地严密布控。10日凌晨
4时，民警在海口某汽车站将姜某抓获，
当场在其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内缴获K
粉2.2公斤。随后，梁某某、吴某某、柯
某某等10名团伙主要成员悉数落网。
与此同时，在广西柳州警方的大力配合
下，专案组在柳州一举抓获供毒人员韦
某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

9月20日，儋州市公安局、儋州
边防支队成功破获“2016-684”公安
部毒品目标案件，成功斩断了一条由
广东揭阳经湛江至我省海口、三亚、临
高的特大跨省贩毒通道。

2016年4月，儋州边防支队在工作
中发现，一名叫温某某的儋州籍男子长
期在儋州及周边地区从事贩毒活动。该
支队随即顺线侦查，发现温某某背后隐

藏着一个跨省、线广人多的贩毒网
络。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侦查，最终查
明该贩毒团伙以黄某某为主要骨干，
钟某某、庄某某、徐某某、蔡某某等人
为骨干成员，贩毒网络涉及广东揭阳和
海南三亚、临高、儋州等两省多地。

今年8月初，专案组侦查发现，黄
某某筹集大量资金后前往广东，疑似
准备购买毒品。8月15日，专案组在
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海安新港码头抓
获犯罪嫌疑人黄某某，当场缴获冰毒
30.07公斤。之后在三亚、临高、海口
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钟某某、庄某某
等10人，查扣涉案汽车4辆。

据统计，8月份全省共破获毒品
刑事案件237起，环比上升88.1%；抓
获毒品犯罪嫌疑人278名，环比上升
107.5%，缴获各类毒品1129.07公斤，
其中缴获海洛因 1.62 公斤、冰毒
26.12公斤、其他毒品1100.6公斤，扣
押涉案车辆5辆、枪支1支。

2017第二届海南美食文化节明日开幕

各地美食齐聚海口
美食盛宴即将开启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容朝虹）为期3天的2017第二届海南美食文化
节将于9月28日在海口名门广场举行，通过美食博
览、美食文化论坛、美食宝贝选拔大赛、海口美食雕
工展、海口酒店餐饮展等多种形式，展示海南美食资
源，培育和打造海南美食品牌，弘扬海南饮食文化。

2017第二届海南美食文化节由海南省商务
厅、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海口市人民政府
支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将打造一个开放
式、持久性、互动参与性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海南
特色的美食盛宴。

此次美食文化节将举办开幕式、美食博览会、
“美食宝贝”选拔大赛、海南美食文化发展论坛等
形式多样的活动，其中，美食博览会设置“海口及
市县美食展馆区”“美食企业展区”“美食街展区”

“海口中秋月饼展销区”“海口美食雕工展区”“海
口酒店餐饮展区”等。

届时，现场将有美食博览、特色小吃、月饼展
销、“美食宝贝”走秀、海南本土音乐人嗨唱助兴、
歌舞表演、微信红包、礼品派送、美食雕工展等一
个个活动和节目精彩纷呈。同时，还有海口、儋
州、万宁、文昌、五指山、定安、临高、琼中、昌江、保
亭等市县以及200多家美食企业的特色美食云
集，一场美食盛宴即将开启。

据悉，此次活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整合旗下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微博、微信、客户
端等全媒体资源进行强势宣传，扩大活动的影响
力，并且整合省内其他媒体资源进行全覆盖式宣
传，创新“展示+活动+宣传”的模式，进行强有力
的推介和统一展示。

乐东人大常委会原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钟灵
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记者况昌勋 通讯员
杨阳）日前，海南省纪委对乐东黎族自治县人大常
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志仲镇原党委书记钟
灵（已退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钟灵在担任乐东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志仲镇党委书记期间，违反组织纪律，
个人决定重大事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
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

钟灵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纪律和国
家法律法规规定，且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
手，情节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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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给予
钟灵开除党籍处分，按科员确定其退休待遇；收缴
其违纪所得。

我省禁毒“秋冬攻势”战果显著
成功破获公安部毒品目标案件3起，破获省级目标案件2起，打掉贩毒团伙10个

关注琼州海峡交通港航旅游一体化推介会

开放心态 打破壁垒 交流频繁 优势互补

海口湛江“一体化”不断加快

2016年12月17日，海口、湛江
召开了第一次琼州海峡一体化发展
联席会议，围绕海峡南北两岸港航、
旅游、农业一体化发展以及警务协作
方面达成诸多共识。

“一体化发展是为了让两地密切
往来，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聚
集，让优质资源得到市场化配置，为
区域一体化发展增添活力动能。”海
口市副市长孙世文说。

交通是发展的基础，两市将港航
一体化作为协同发展的先导。“目前从
湛江坐船到海口还需两个小时，乘客
舒适度有待提升。两地正在全方位建

设海、陆、空交通大平台，打造海上半
小时交通圈。交通的发展将带来物流
成本的降低，海口将大受裨益。”海口
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海南离岛免税政策令人羡慕”“湛
江的生蚝很有名，军港旅游体验独
特”……从旅游层面来看，两地的资源
也各具特色。“现在，海口旅行社直接到
湛江促销，将服务前置，提升了游客满
意度。另外，在9月25日的旅游港航一
体化推介会上，依托海口国际航线四通
八达的优势，海口推出了多条‘一程多
站’至境外的旅游路线，受到了湛江市
民的欢迎。”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

任廖小平介绍，为推动旅游合作，两地
旅游部门已开展多次联合营销，签署了
《区域旅游联盟合作协议》。

湛江一直是海口重要的叶菜供应
地，两地正在深化蔬菜批发市场合作
的方式，优化紧急情况下两市在蔬菜
采购调运、物流配送、冷藏储备、应急
投放等领域的合作。同时，海口的优
势农产品也为湛江提供了有效供应。

“希望随着合作的深入，两市能从
‘一体化’迈向‘同城化’。”张红斌说，
在推进琼州海峡经济带发展的大背景
下，相信两市一定能达到“1+1>2”的
发展效果。 （本报海口9月26日讯）

今年4月，往返于海口新海港、湛江海安港的直升飞机穿梭航线开通，空中飞行仅需10分钟。 本报记者 古月 通讯员 仁雄 摄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琼州海峡历来是连接
琼粤两省的重要通道。

经济上，琼州海峡为
两地带来了大量的人流、
物流和资金流，2016年运
输经济总量约24亿元，未
来10年预计将实现翻倍增
长；民生上，琼州海峡是海
南发展的生命通道，每年
90%的生活物资、1300多
万人次的旅客从海峡进入
海南……

2016年，海南、广东两
省共同提出加快琼州海峡
经济带建设，实现一体化
协同发展思路。作为琼粤
两省合作的“连接线”“桥
头堡”，如何将琼州海峡打
造成海上发展的“黄金通
道”，是两地需要共同思考
的问题。

“两地要实现互利共赢，首先要
革新观念，打破过去自家‘一亩三分
地’思维定势，对两地合作保持开放
的心态。”海口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对于推动琼州海峡一体化发展，有
人曾担心，海口、湛江均为交通枢纽，随
着交通的提速升级，两地“旅游通道”的
尴尬地位会不会进一步凸显？以湛江
为例，去年过境游客达3900万人次，但
在当地过夜的只有1900万人次，很多
游客通过湛江直奔海南。

“以地缘为空间的区域经济综合发
展和合作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琼州海

峡经济带建设只会推动海口、湛江发展
得越来越好。”湛江市旅游局副局长张
红斌认为，为了把游客留下来，两地旅
游部门应该积极思考如何根据游客需
求和自身资源优势，提供更丰富多样的
旅游产品，同时加强宣传推介，进一步
打响自身旅游品牌。其次，随着两地港
航一体化的推进，游客花在路上的时间
减少，旅行舒适度提升，也会增加他们
在海口、湛江停留的意愿。

要实现两个不同省份间的一体
化发展，除了打破观念上的定式，还
要面临行政壁垒和市场藩篱。对

此，海口、湛江高位推动、创新机制，
谋求协同发展。

琼州海峡经济带建设已成为海
口的重要发展战略，一年来，两市党
政干部来往频繁：今年5月和7月，湛
江党政代表团和海口党政代表团分
别互相走访考察学习；海口政协考察
团多次到湛江“走亲戚”；8月29日，
湛江市政协代表团赴海口考察；海口
市秀英区与湛江市徐闻县缔结为友
好区县，互相派出干部挂职……

在一来一往间，两市增进了友
谊，开启了合作新篇章。

开放心态 谋求协同发展

优势互补 走出双赢新路

近百家媒体聚焦琼州
海峡一体化推介会

本报湛江9月26日电（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容朝虹）9月
24日至25日，由海口市人民政府
主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口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海口市交通运输
和港航管理局共同策划承办的琼
州海峡交通港航旅游一体化推介
会分别在徐闻县及湛江市区举行，
作为海口推进琼州海峡一体化、促
进两地融合发展的具体举措，活动
吸引了众多媒体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共
有新华网、中新社、人民网、光明
网、央视网、中国广播网、腾讯网、
新浪网、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海南
日报、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南海网、
海南在线、湛江日报、湛江电视台、
湛江新闻网、湛江云媒、掌上湛江
等近百家媒体报道此次活动。

其中，9 月 24 日当天在徐闻
举行的推介会上，海南日报客户
端、南海网宽频、网易客户端及
PC端、海口旅游委官微、网易客
户端及PC端、澎湃新闻客户端、
腾讯旅游海南站、今日头条等 9
大平台对活动进行同步直播。推
介会举行期间，吸引了超 160 万
人次同步在线关注。

9 月 25 日，在湛江站推介活
动当天，除了琼粤两地重点新闻
媒体记者以外，来自广东及全国
其他地区的自媒体大咖、直播网
红，以及当地文学艺术界的嘉宾
也参与了活动，对活动进行全方
位的宣传。

同时，为扩大活动影响，吸引
更多湛江市民到海口旅游，活动
前期，承办单位还在琼湛两地开
展了大量宣传造势活动。其中，
包括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湛
江日报、湛江晚报、腾讯湛江、今
日头条湛江站在内的琼粤两省主
流媒体及新媒体，用大量的篇
幅、版面详细介绍海口的生态环
境、旅游资源、立体化便捷交通、
一站式商业服务，以及海口、湛
江两市琼州海峡一体化建设合作
相关情况。

此外，活动主办方还通过海口
美图秀拍微信H5推广、“惊叹海
口·寻宝之旅”微信赢红包等趣味
性强、参与度高的互动游戏，在湛
江、海口等地的微信朋友圈展开
覆盖式传播，在两地营造良好的
舆论氛围，从而进一步扩大活动
影响力。

关注2017第二届海南美食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