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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变卖公告

（2016）琼01执恢23号
本院依据本院（2014）海中法民二初字第35号民事判决及权利人的

申请，立案执行海南联合资产管理公司与海口美达实业有限公司债权债务
概括转移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标的为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本院依
法对查封的被执行人海口美达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澄迈县老城镇白莲坡脑
管区谭城城南侧，面积为38669.6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白莲
国用（2000）字第83号]进行三次公开拍卖，均流拍。现依据申请执行人的
申请及法律规定，本院拟对上述土地使用权进行变卖。整体变卖价格为人
民币17472508.16元。过户税费按照国家规定各自承但。有意购买上述
资产者应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签订变卖协议。联系人：谭
碧霞；联系电话：66720389；联系地址：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二O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吴挺良（身份证号：460006199003080451）：

根据借款人吴挺良与我行于2013年9月29日签订的《个人购房
借款及担保合同》（合同编号：100588050808），我行已按约向吴挺良
提供贷款，鉴于吴挺良目前已违反《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第
38.1.3条的规定，且我行已于2017年10月17日向你们正式公证送
达了我行《个人贷款催收通知书》，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
款提前到期（到期日为《海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如
下债务：所有贷款本金￥311，547.86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利
息、罚息、复息计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法：截止至2017
年10月19日，借款人尚欠借款本金311，547.86元，利息2,209.36元，
罚息3.83元，复息5.88元；2017年10月19日至借款人全部清偿本息
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按借款人与我行签订的编号为
100588050808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7年10月19日

吸收合并公告
经中铁十六局集团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576914526P）、海南京博房地产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9002760399309T）分别于2017年9月15日、2017年9月
16日作出的股东决定，中铁十六局集团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拟吸收合
并海南京博房地产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存
续，海南京博房地产有限公司解散，合并前中铁十六局集团置业投资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3100万元，合并后中铁十六局集团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13100万元。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中铁十六局集团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承继，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电话:0898-62826320 联系人：荣耀

地址：海南省琼海市人民路412号
中铁十六局集团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京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18日

熊猫中国岛项目整体策划及项目建议书编制招标于2017年10
月19日在海口市海秀东路74号鸿泰大厦14层2号开标室开标，已完
成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中国通用咨询投资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公示截止日期为2017年10月24日。公示期内，如对上述中标

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海南乐城嘉博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投诉或举
报，电话：0898-66534183 。

招标人：海南乐城嘉博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万隆建设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20日

熊猫中国岛项目整体策划及项
目建议书编制中标候选人公示

兹有我司两位购房客户，因长期拖欠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已严重
影响到公司及银行方的权益，现已被银行方认定为拖欠。我司将配
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宁支行对该两户购房客户（刘功彩
身份证号：4509**********377X购买“万都大酒店公寓 2单元 207
房”；韦培释身份证号：4526**********0979购买“万都大酒店公寓 2
单元1006房”）进行法律维权，根据《万宁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个人
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相关合同条约做出相应措施。

由于刘功彩、韦培释两户拖欠银行贷款，对公司造成严重的负面
影响，且符合解除合同条件，经公司决议做出以下决定：1、替该两户
偿还购买“万都大酒店公寓”房屋的银行个人住房贷款，解除该两户
房屋抵押；2、上报相关部门对该两户房屋申请解除合同。特此公告！

万宁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7日

万宁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客户违约决定解除合同公告

海口市价格调节基金退付工作即将结束，未办理退款的缴款人
请抓紧时间办理，现将办理价格调节基金退款相关事宜再次通知如
下：

一、退款对象
（一）2016年2月1日-15日在海口市车管所办理机动车上牌

时，缴纳了价格调节基金的车主。
（二）2016年2月1日-15日在海口市政务中心窗口及海口市

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办理房产证时，缴纳了价格调节基金的企
业及业主。

（三）2016年2月1日-15日在海口市入住酒店缴纳价格调节
基金的旅客（跟团入住除外）。

二、所需资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或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二）缴纳价格调节基金的《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原件

及复印件）；
（三）购车者办理价格调节基金退款的，还需提供购车发票或行驶

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办理时间
即日起至2017年11月30日，法定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

14:30-17:30。
四、截止时间
海口市价格调节基金退款办理截止时间为2017年11月30日，

2017年12月1日起不再办理。尚未退付的余款将上交海口市财政国库。
五、办理地点
海口市龙华区义龙东路大同二里53号市价格认证中心办公楼9楼
咨询电话：0898-66777552、66708839、66790879

海口市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10月20日

海口市价格调节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办理价格调节基金退款事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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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06执恢292号

汤颜鸿: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分行与被执行人汤颜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琼0106执恢292号执行裁定书及(海

南)正理(2017)房(估)字第251号司法技术鉴定报告，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34号

乐东东升家具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460033062333206，法定
代表人：米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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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五稽罚[2017]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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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
司存在虚开农产品发票的违法行为，涉及虚开农产品发票2721
份，发票金额22,347,942.80 元，发票税额2,905,232.56（其中抵
扣2,380,063.24）元。你公司2013年虚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进项税
额2,380,063.24元不能进行抵扣，应补缴增值税2,380,063.24元。
同时应补的增值税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
的滞纳金。且对你公司虚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行为，处以500,000.00
元的罚款。

联系人：潘岭、夏春荀 联系电话：（0898）6679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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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35号

乐东和盛家具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33051079230，法
定代表人：黄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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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五稽罚[2017]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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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存
在虚开农产品发票的违法行为，涉及虚开农产品发票4738份，发
票金额45,216,390.50元，发票税额5,878,130.77元（其中已抵扣
5,875,871.87元）。你公司2013年虚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进项税额
5,875,871.87元不能进行抵扣，应补缴增值税5,875,871.87元。同
时应补的增值税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
滞纳金。且对你公司虚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行为，处以500,000.00
元的罚款。

联系人：潘岭、夏春荀 联系电话：（0898）6679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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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36号

乐东荣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33578728057，法
定代表人：张开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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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
税五稽罚[201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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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
司存在虚开农产品发票的违法行为，涉及虚开农产品发票1438
份，发票金额13,602,018.80元，发票税额1,768,262.44元。你公
司2011-2012年虚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进项税额1,768,262.44
元不能进行抵扣，应补缴增值税1,768,262.44元。同时应补的增值
税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且对
你公司虚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行为，处以500,000.00元的罚款。

联系人：潘岭、夏春荀 联系电话：（0898）6679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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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37号

乐东树明家具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33051079169，法定代
表人：张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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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五稽
罚[201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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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
存在虚开农产品发票的违法行为，涉及虚开农产品发票4750份，
发票金额45,339,123.3元，发票税额5,894,086.03元（其中已抵
扣5,894,078.15元）。你公司2013年虚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进项
税额5,894,078.15元不能进行抵扣，应补缴增值税5,894,078.15
元。同时应补的增值税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
之五的滞纳金。且对你公司虚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行为，处以
500,000.00元的罚款。

联系人：潘岭、夏春荀 联系电话：（0898）6679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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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38号

乐东双标家具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33062329012，法定代
表人：冯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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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
税五稽罚[2017]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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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
司存在虚开农产品发票的违法行为，涉及虚开农产品发票1975
份，发票金额18,628,770.00元，发票税额2,421,740.10元。你公
司2013年虚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进项税额2,421,740.10元不能
进行抵扣，应补缴增值税2,421,740.10元。同时应补的增值税从
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且对你
公司虚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行为，处以500,000.00元的罚款。

联系人：潘岭、夏春荀 联系电话：（0898）6679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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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五稽告〔2017〕39号

乐东泰康家具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33578728006，法
定代表人：吕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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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
税五稽罚[2017]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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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
司存在虚开农产品发票的违法行为，涉及虚开农产品发票1461
份，发票金额14,252,961.50元，发票税额1,852,885.00元。你公
司2011-2012年虚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进项税额1,852,885.00
元不能进行抵扣，应补缴增值税1,852,885.00元。同时应补的增
值税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且
对你公司虚开农产品普通发票的行为，处以500,000.00元的罚款。

联系人：潘岭、夏春荀 联系电话：（0898）6679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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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八稽告﹝2017﹞9号

海南日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46004039679562X,
法定代表人: 覃星龙):

我局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八稽通﹝2017﹞17号）公
告送达。经检查确认，你公司已失联走逃，存在商贸企业购进、销
售货物名称严重背离的情形，18户受票企业转给你公司的货款
存在资金回流，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 176 份，发票金额
29833467.38元，税额5071689.07元，价税合计34905156.45元。
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向我局提供证据材料证明
业务的真实性。逾期不提供，我局将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你公司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
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向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
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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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 2017年10月19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203室
联系人：张先生 黄先生
联系电话：66161962

本报三亚10月19日电（记者孙婧）
北京时间10月19日15时51分，三亚新
奇世界半山半岛号顺利完成2017-
2018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第二赛段，抵
达南非开普敦市的维多利亚阿尔弗雷

德前湾码头，在12支船队中排名第七。
记者从克利伯三亚组委会获悉，

各船队航行期间，经历了狂风、阴雨等
重重考验。甚至在抵达开普敦终点
前，一波弱风带的出现，阻碍了大部分

船队的前进节奏，也让各船队的最终
排名在冲线前来了一次洗牌。

远洋帆船赛事的魅力不仅是充满了
挑战和变数，同时也能欣赏到近海无法
遇见的美景。幸运的三亚号船员，在接

近终点时，看见了鲸鱼嬉戏的珍贵场
景，这令体力精力接近透支的船员们颇
感欣慰。三亚号船员张新民回忆起当
时的场景：“一头巨大的鲸鱼，尾部划入
水中，激起白色的浪花，然后就不见了。

紧接着，又一头鲸鱼的上半身越出水面，
即刻又滑入水中，船员们都惊呼起来。”

据悉，第二赛段是从南美洲的乌
拉圭到南非的开普敦，赛程3650海
里，历时14天。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第二赛段

三亚号顺利抵达终点排名第七

北京时间10月19日，在欧冠小
组赛C组比赛中，切尔西主场3∶3战
平罗马。图为切尔西队球员大卫·路
易斯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北京时间10月19日，欧冠小组赛
第三轮战罢赛程过半。从前半程比赛
来看，英超军团无疑战绩最好，5支参
赛队共打了15场比赛保持不败，其中
曼市双雄全胜领跑小组，其余三队切
尔西、利物浦和热刺也排名小组第一。

过去四五年，虽然英超受关注度和
市场价值傲视五大联赛，但因为欧战战
绩拿不出手，也被许多球迷取笑。本赛
季，英超终于以傲人的欧冠战绩扬眉吐
气。由于曼联上赛季获得欧联杯冠军，
英超得以5支队出战欧冠，名列所有联
赛的榜首。更为难得的是，这5支球

队目前都保持不败名列小组第一。
在第三轮比赛中，英超5队取得3

胜2平的战绩。曼联、曼城都顺利战
胜对手；利物浦更是取得7∶0大胜，创
下英超球队在欧冠的最大比分获胜纪
录；热刺在客场战平强大的卫冕冠军
皇马；切尔西近期状态稍差，主场3∶3
战平罗马，但仍然位居小组第一。三

轮小组赛过后，英超军团总计出战15
场，取得了11胜4平的优异战绩，遥
遥领先其他联赛。

目前在积分榜上，曼城和曼联3战
全胜9分领跑A组和F组；深陷死亡之
组的切尔西，2胜1平积7分，力压罗
马、马竞领跑C组；利物浦1胜2平积5
分，以净胜球优势力压莫斯科斯巴达，

排名E组第一；曾屡屡被批外战拖英
超后腿的热刺，与皇马同积7分，净胜
球进球数也一样，一同领跑H组。

如无意外，英超5强全部进入欧
冠16强淘汰赛的盛景很有希望成为
现实。而以英超目前整体的强势，他
们在淘汰赛中有望带来更大惊喜。

■ 林永成

欧冠小组赛赛程过半

英超军团15战不败扬眉吐气

■ 中超第28轮前瞻

辽足不胜将降级
中超第28轮（倒数第三轮）比赛本周末进行。

首场角逐于10月20日晚开打，山东鲁能坐镇主场
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辽宁沈阳开新。本场比赛
对于排名榜尾的辽宁队无疑是生死战，如果不能获
胜，将正式宣告辽足降级。

前27轮战罢，辽宁沈阳开新4胜6平17负积
18分位居积分榜尾，落后倒数第三名天津亿利队7
分，最后三轮比赛只有全胜才有保级机会。即使
本轮辽足战平鲁能并且后两战全胜，而天津亿利
后三战全负，辽足也因为预备队积分落后而降
级。联赛休战期辽足更换了主教练，法国主帅雷
尼下课，肇俊哲拿起教鞭。肇俊哲的执教首秀3∶3
战平上海上港收获1分，但这1分犹如杯水车薪，
由于积分落后太多，即使辽足最后三轮全胜，保级
的机会也渺茫。

山东鲁能上一轮客场闷平天津权健后与第三名
的积分进一步拉大，为争取亚冠资格鲁能本场比赛不
容有失。鲁能目前11胜10平6负积43分排名积分
榜第5位，与第三名河北华夏幸福相差6分，与第四
名天津权健相差2分。天津权健与河北华夏幸福本
轮将捉对厮杀，鲁能若拿下辽宁沈阳开新则可以缩小
积分差距，甚至有机会升上第四。一旦失利则可能被
身后的广州富力反超，争夺亚冠资格难上加难。

■ 林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