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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六稽告 [2017]15号

海南纳乾药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48086634，法定代
表人：陈少东)：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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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六稽检通一
〔2017〕25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六稽事通〔2017〕17号）公告
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
税六稽检通一〔2017〕25号）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自2017年8月25日起对你单位2015年8月
14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
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
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六稽事通
〔2017〕17号）主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
条第（一）项规定，要求你公司10日内，将2015年8月14日至2017年
6月30日期间完整的会计资料，包括总账、各类明细账、记账凭证（包含
但不限于各类已开具和已取得的发票等原始凭证）、会计报表、纳税申
报表等送交我局接受检查。特此公告 2017年10月11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紫荆路9号海口国税大厦12楼；
联系人：曾先生、王先生； 联系电话：（0898）68534164

《海口市核心滨海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新港
片区局部调整》B03地块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拟建的市民游客中心项目选址在滨海
大道以北的滨海公园内，经上报海口市政府批准，拟结合市民游客中
心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对核心滨海区控规海口湾片区局部B03地块的
建筑限高、界限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7年
10月11日至10月31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网站（www.
hkup.gov.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3055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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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93，联系人：陈振涛。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10月11日

五指山市房产拍卖公告
受五指山市国家税务局委托，定于2017年10月19日上

午十点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五指山市海榆中线南侧
“避暑山庄避暑山庄”一期会所第一层房产（建筑面积826.78m2）、第二
层房产（建筑面积655.02m2）及其相应土地。房权证号:房权
证五字第WZSSC150032号。

参考价:638.2854万元。
保证金:100万元。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到账终止时间

为 2017年10月18日下午五点。
标的展示期: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
拍卖单位:海南天锤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地址:海口市国贸路CMEC大厦12层西区
联系电话:（0898）68528518 68595718 1332206938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86622340

受相关权益人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新丰北路三层钢混结构商住楼，建筑面
积：1242.04平方米[证号：陵房权证陵水字第20155581号]；土地使
用权面积：674.9平方米［证号：陵国用（陵城）字第00653号］。该标
的物四至：东至李家丽，西至新丰路，南至空地，北至汪玉英；参考价
550万，竞买保证金60万；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7年10月24日15：00；2、拍卖地点：海口市蓝

天路35号锦鸿温泉花园酒店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
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10月23日17:00止；逾期将

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7年10月23日

17: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金汇拍卖有限

公 司 ，开 户 行 ：交 通 银 行 海 南 省 分 行 营 业 部 ；账 号 ：

461600100018000681130；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陵水椰林镇新丰

路房产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1）上述

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

联系电话：0898-36656056 13976059898郭先生
18976241313罗先生

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我国第三批

公共管理硕士（MPA）研究生培养院校。根据招生计划，2018年
我校拟招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150名，其中
非全日制120名，全日制30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7年10月10日-31日每天

9: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或http://yz.chsi.cn 2.现
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考试
时间：2017年12月30-31日(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
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 A 栋
A110室

2018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MPA)招生简章

■ 本报记者 尤梦瑜

对广大琼剧戏迷来说，刚刚过去
的国庆中秋双节假期中，看戏是大家
最“享受”的乐事。为了丰富大家的假
期文化生活，迎接党的十九大，今年9
月初重新开张的海南戏院，在国庆黄
金周期间特别推出“国庆中秋9天乐”
活动，从9月29日至10月7日，省琼
剧院麾下三个演出团、省群艺馆、省琼
剧票友协会等5个院团齐聚于此，连

续9晚献上琼剧演出，让3000多名戏
迷酣畅淋漓地过足了戏瘾。

“根据统计，平均每场都有超过
350名观众，9天演出共有约3200人
观看。”省琼剧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活跃剧场演出，主办方还特
别配合推出“琼剧非遗展览”“中秋互
动抽奖”等活动，让戏迷通过多元方式
了解海南戏剧文化。

70多岁的林阿姨是一位老戏迷，
得知海南戏院推出“9天乐”活动，她专

程从三亚赶来海口，在酒店住了9天，9
场演出场场不落。她激动地告诉记
者：“每场演出都是精品，这个小戏院
是我们老百姓看戏的好地方。”

戏迷的支持，不仅让海南戏院成
了看戏的好地方，也成了广大戏剧工
作者推出新作的好舞台。10月4日
中秋之夜演出的《太子还朝》，就是省
琼剧院二团刚排完的新戏，汇集了团
里的中坚力量。演员们说，观众的阵
阵叫好，就是给新戏的最大肯定。

“这些天的演出除了观众热情高
涨外，还有一点很鼓舞我，那就是观众
席上的年轻面孔越来越多。”《汉文皇
后》演员韩海萍说。

“剧场、院团、剧目要建立互动关
系，特别要与市场和当下的年轻观众
建立心灵默契的良性互动。”省琼剧院
院长许振程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长假中，戏迷
们不仅能在舞台上看琼剧，还能通过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综艺频道收看

《汉武之恋》等7部大型古装琼剧的高
清录像。

戏剧小剧场演出的火爆，也见证
了我省艺术院团在创作排练、演出运
作方面的日臻成熟。随着我省对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不断投入，诸如

“周末剧场”、假期系列演出等文化品
牌正在形成，它们将为海南社会文明
的进步、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注入
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

海南戏院“国庆中秋9天乐”活动吸引3000多戏迷

“这是我们老百姓看戏的好地方”
海南新闻界运动会开赛

本报讯 10月10日，为喜迎十九大，欢庆第
18个中国记者节到来，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
作者协会主办，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协办的2017年海南省新闻界运动会开幕。

本届运动会有来自中央驻琼及省内新闻媒
体14支代表队500余人参赛，将在10月 10日
至 16 日 7 天时间里，展开篮球、乒乓球、羽毛
球、拔河四个项目的团体赛和老新闻工作者的
乒乓球个人赛，主办方将在2017年记者节庆祝
大会上向优胜队伍颁发奖杯。 （海南记协）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卫
小林）由海南省服装协会和海南省服
装设计师协会共同主办的2017首届
海南省时装画创意大赛日前启动，作
品征集将于11月15日截止，这是记
者今天从省服装设计师协会获悉的。

据介绍，时装画是一门艺术，是时
装设计的专业基础之一，是衔接时装设
计师与工艺师、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具
体地说，时装画就是以绘画作为基本手
段，通过丰富的艺术处理手法，来体现
服装设计的造型和整体气氛的一种艺
术形式。本次大赛旨在提高我省服装
专业学生时装画的专业能力，以培养服
装专业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目标。
通过比赛，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
力、想象力，迸发出更多创作灵感，提升
自己的设计水平，促进全省大中专学生
适应服装行业的发展需求，展示我省服
装教育积极进取的新风貌。

记者了解到，本次大赛的参赛对
象为省内艺术类院校在校大中专学

生，参赛者既可任选一项也可全部参
加，手绘作品的技法和材料均不作限
制，水粉、马克笔、彩铅等均可，电脑设
计作品软件不限，Photoshop、CDR、
Illustrator等均可。要求参赛作品符
合大赛设计主题和宗旨，参赛作品均
要求单幅，每位参赛者最多不超5幅
作品。如作品由多人共同设计，组委
会默认排名第一者为主设计师，共同
设计者不得超过两名。

据悉，本次大赛分本科组、大专
组、中专组三个组别，奖项设置按组别
分为手绘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
名、单项奖6名，电脑金奖1名、银奖2
名、铜奖3名、单项奖6名，另外，组委
会还设置了全场手绘大奖和全场电脑
大奖的金、银、铜奖各一名。

作品征集将于11月15日截止，
入围作品公布时间为11月30日前，
展览和颁奖时间定为12月举行。作
品展览地点初定为海南大学艺术学院
展览馆二楼。

首届海南省时装画创意大赛启动
将于今年12月举行展览并颁奖

青少年攀岩赛椰城落幕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王黎刚）2017

凯乐石全国攀岩希望之星活动（海南站）昨天在海
口道博攀岩馆结束，比赛共设A组（10 岁至 13
岁）、B组（6岁至9岁）两个年龄组，不分男女。共
有20多名小选手角逐速度赛、难度赛及攀石赛，
获胜选手将代表海南参加华南区域总决赛。

省环岛户外运动服务中心秘书长靖立志介
绍，攀岩运动近年在我省兴起，参与人数逐年增
多。该中心将携道博攀岩馆在全省中小学推广攀
岩运动，让更多学生认识并参与攀岩运动。

攀岩希望之星是中国登山协会推出的国内知
名系列青少年品牌赛事，2009年起开始试点推
广，旨在让全国青少年学生学习攀岩运动。

海口足球联赛海师队领跑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卫小林）2017

年海口市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昨天在海口世纪公
园足球场结束，鼎力飞虎海师队在积分榜上排名
第一，为联赛领跑。

据了解，在少赛两轮的情况下，海航红色战车
队和海南大公鸡海字营队迎头赶上，分别位列第
二名和第三名。而在射手榜榜单上，前三名分别
被李西平、韦惠仁、符式捷占据。

在第8轮比赛中，金众实业老爷车队2：5负
于海南神话足球俱乐部队，德裕皇马花园队3：7
不敌海南大公鸡海字营队，海口琼山区青年队和
澄迈龙城地产金冠足球队则分别以1：6、3：4负于
鼎力飞虎海师队和AJ红酒队，而皇家11人队则
以2：6负于翔之队。

本报海口10月 10日讯 （记者
王黎刚 通讯员吴琼莲）国庆中秋双
节期间，海口市文体局精心策划，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假日海滩、
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等独具地域特
色的地方开展系列文体活动，吸引了
上万人以参与活动方式欢度佳节。

10月1日，海口亲水节系列活动
在海口假日海滩如火如荼进行，冰桶
挑战赛、沙滩水枪大战、沙滩瑜伽、沙
滩健身操、阳光沙滩秀、乐活猜拳、最
强臂力挑战赛、九宫格射门挑战和人
字拖射击挑战等9项趣味活动，吸引
了海岸线上万名市民游客参与。当
天下午，“爱海口·动起来”2017全民
健身运动推广季（第二季）健身活动
——羽毛球总决赛，也在海口奥飞恒
温羽毛球馆内激烈进行。

10月5日，在海口美舍河凤翔湿
地公园绿道上，吸引了海口市内各大
轮滑俱乐部的青少年参与，陪同参赛
的家长、教练共数百人齐聚在此，大家
边投入比赛，边感受美舍河新环境。

10月6日和7日，风靡全球的定
向运动分别在美舍河凤翔湿地公园
和秀英炮台举行，来自省内外千余名
市民游客齐聚一堂，展开了两场别开
生面的挑战。

10月8日晚，500余名徒步运动

爱好者在凤翔湿地公园的绿道、栈桥
上尽情享受徒步运动的美妙，感受荧
光夜徒的魅力。此次荧光夜徒的开
展，是为了推广具有海口滨江滨海特
色的全民健身活动，融入新鲜时尚元
素，倡导大众走向户外。

海口系列文体活动吸引万人欢庆佳节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许世立 美编：王凤龙

海口系列文体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摄

2010年以来，在海南省政法委正确领导

下，在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的的大力关心下，

分管朱绵茂副院长的亲力亲为，使我院科研

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研究队伍已具规模，研

究能力逐渐增强，研究水平和课题质量有质

的提高，研究成果丰硕喜人：

一、课题立项有新突破，实现了质的
飞跃

从2010年以来，我院各级各类课题立项

115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即童光

政、康蠡、朱绵茂和何海榕老师主持的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课题3项，中国法学

会项目（部级）2项，省、厅级项目103项，横向

课题3项。课题立项从量变到质变，我省14

所高职院校中立项的4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全部都在我院，自1991年国家社科基金设

立以来，在全国1320多所高职高专院校获

立项最多的院校中名列第一，全省名列第

四，超过多所本科院校，其中朱绵茂副院长

主持申请立项的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课题（批准号16BFX130）《互联网金融市

场准入和风险法律监管研究》，是国家社科基

金1991年设立以来海南省唯一获得立项的

金融法课题。

二、科研成果丰硕喜人，为学院升本奠
定坚实基础

据统计，从2010年以来，我院科研成

果共计1480多项，其中出版学术著作、教

材176部，公开发表论文1308篇，其中238

篇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获得国家

知识产权专利局专利36项，在全省21所高

校名列第三，在14所高职高专院校名列第

一；政府部门引用决策依据调研报告3份；

科研获奖共107项，其中全国第十四次社会

科学普及工作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奖

项1项；获得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8

项。其中朱绵茂副院长参与司法部法学本

科统编教材《国际金融法》编写，在《中国人

民大学学报》《法学杂志》等权威核心刊物

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在全院500多名

教职员工中是最多的。黄斌文教授发表

SCI、EI的文章10篇，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20余篇，申请获得专利10多项，是我

省高职高专理工类发表核心论文和获得专

利最多的教师。

由于科研成果突出，我院仅几年就从

只有2名教授、30多名副教授变为拥有14

名教授、70多名副教授，由于成果优异，秦

浩和黄斌文老师被破格提拔为教授，为学

院升本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以科研促成果转化，服务社会效
果好

我院教师积极参与政府、行业、社会的

决策咨询，以科研促服务成效明显。童光政

书记主持的海南省人才办的重大课题《海南

省人才发展法制化建设问题研究》，以优秀

成果结项，为我省人才管理工作科学化、制

度化、规范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吴杰院

长主持的省社科联重点课题《创新社会管理

视野下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法治研究》，顺利

结项为海南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探索模式。

朱绵茂副院长参加中国法学会重点课题《法

律职业技能及其教育方法与教材建设研究》

并主持该课题之子课题“合同法案例教学研

究”，完成课题即主编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在

全国16所政法类高职高专作为教材使用的

《合同法卷》，并获海南省第六次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编著三等奖。朱绵茂博士后参与

编辑、撰写、翻译并由海洋出版社出版50万

字中英文版《2016“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报

告》，是我国第一部有关“一带一路”公共外

交的著作，在今年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论

坛”上，由于是中英文版，很多国外的领导和

专家学者正是通过该书了解我国的“一带一

路”构想，该书受到我国前外交部长、中国公

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的大力称赞。张治

国老师撰写《创新社会管理，助推三亚科学

发展》调研报告，被三亚市厅局级单位引为

决策依据。陈丹、潘研两位老师撰写的《海

南省殡葬事业发展现状调查研究》的调查报

告，被海南省民政厅采纳并引为决策依据。

康蠡老师撰写的《推进海南省各级综合档案

馆生态位对策的综合研究》被省社科联《呈

阅件》采用。

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

（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关于高职高专“双师型”老师的规定，培养

职业技能型人才，学院党委依据全国人大

通过的《律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及文件的规定，先

后创办了律师事务所、公平司法鉴定中心、

海政产学研公司。学院多个领导和中层干

部在这些机构兼职，老师们将自己的所学

用到实践中去，服务社会取得良好效果。

我院司法鉴定中心被评为司法部优秀鉴定

中心。老师们用自己的所学去从事兼职律

师工作，不仅符合国务院和教育部关于高

职高专人才培养师资的规定，也符合《律师

法》和四部委日前印发《关于发展涉外法律

服务业的意见》，为我院培养应用技能型的

人才奠定了基础。

四、创建“海南省社会治理创新与人才培
养研究基地”，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我院与海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于2014

年4月共建省级“海南省社会治理创新与人

才培养研究基地”。基地先后出版专著19

部，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85篇。设立省级项

目13项，重点围绕与“社会治理创新”和相关

专业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务开展研究，探索

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海南特点的社会治理

创新路径。今年省社科联组织由5位专家组

成的评估小组来我院基地进行评估检查，专

家认为研究基地管理规范，研究成果丰硕，

将该基地考核评估为优秀，是我省高校约20

个省级社科研究基地中为数不多被评为优

秀的基地。

以研究基地为平台，积极承办各类高

端学术研讨会。2014年与海南省法学会联

合主办“法治人才教育培养研究”学术研讨

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国际金

融法专业委员会主办“自由贸易与金融法

治研讨会”。2016年1月承办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法学研究会暨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

法学研究会2016年会长工作会议，12月10

日承办了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

究会2016年年会暨经济金融与法制建设

高端论坛。2017年5月19日承办“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法学研究会暨中国法学会国际

经济法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会长沈世

宝教授、常务副会长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

务副院长周仲飞教授等我国国际经济贸易

法学界的大家几乎都到我院参加会议。通

过举办一系列高端学术研讨会，与国内外

高校、法律实务界等专家学者进行沟通交

流，进一步提升了我院的知名度和学术影

响力。

五、创办《南海法学》，积极发挥法学高
端智库作用

《南海法学》期刊积极申办成功，是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批准我省唯一的

法学类学术期刊（刊号CN46-1086/D），由

中共海南省委政法委主管，海南省法学会、

海南出版社有限公司主办，我院承办的法学

刊物。去年底《南海法学》成立了编委会，由

海南省法学会会长肖若海担任编委会主任，

童光政书记担任主编，朱绵茂副院长为副主

编，《南海法学》今年初成功创刊，现已公开

出版4期，许多大家、名家的文章在该刊发

表，如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守文的文章，

为法治海南建设提供了新阵地，在国内外影

响较大。

六、完善科研管理制度，政策措施到位
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制定和不断完善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科研课题配套资助经

费管理办法》《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科研成果

奖励办法》《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学术委员会

规程》（试行）等制度规范管理，大幅提高科

研成果的奖励金额和立项课题的配套金

额，充分调动、激励了我院教职员工的科研

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我院科研水平的

整体提高。

七、教学科研齐头并进，学术骨干在全
国的影响力日益提高

由于我院教师在科研上取得良好成绩，

童光政书记被评为首批海南省委省政府直

接联系重点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及海南省法学会执行会长，中国法学会中国

民法学研究会理事等；吴杰院长先后当选为

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副会长和海

南省法学会副会长；朱绵茂副院长当选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首批国家国防教育师

资库专家、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

研究会及中国金融行为法研究会和中国科

技金融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证券

法研究会理事、全国政法院校经济法研究会

副会长、海南省“515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

选，获得团省委第十四届“海南青年五四奖

章”称号，海南省第九届“海南省十大杰出青

年”，被海南省政法委、海南省法学会评为

“海南省首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被省委聘

为“省委省政府直接联系重点专家”；樊晓

珂、潘仕彬老师被评为省级教学名师。

不仅如此，我院很多院领导和中层领

导都做到教学相长：系主任王伟、杨丽芳、

樊晓珂、潘仕彬都长期坚持给学历班的学

生上课。朱绵茂到学院工作以来坚持每年

都给学院的大专生、本科生、海南大学和华

东政法大学研究生上16门课程达1720多

学时。他作为省委讲师团成员和国防部首

批国家国防教育师资库专家，先后到省内

外宣讲法制课、十八大系列报告讲座等260

次，在学院为培训班讲国际旅游岛建设、南

海法律问题、“一带一路”法律问题课等160

多次。先后被邀请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暨南大学、上海财

经大学、省委党校、省商务厅等单位做学术

报告60多场。

正是建立了良好的科研体制和机制环

境，加上学院的领导率先垂范，学院的科研

氛围日益浓厚、各种精品成果不断涌现，正

在向升本阔步前进。 （郑学文）

梅花香自苦寒来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科研工作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