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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税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及《国家税务总局欠税公告办法》的规定，对经税务机关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税款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

缴。下列纳税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纳税担保，逾期不缴纳的，将记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依法阻止其法定代
表人出境，采取冻结、扣缴存款，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财产等税收保全或强制措施，或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缴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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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地区

三亚

洋浦

澄迈

琼海
琼中

文昌

屯昌

乐东

纳税人名称

三亚鹿回头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润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积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亚泰鑫实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金帅投资有限公司
三亚环球智力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中东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天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恒鼎盛投资有限公司
三亚东海旭日酒店有限公司
三亚碧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铱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红棠湾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海南原水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三亚华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金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金陵置业有限公司
三亚五月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天著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黎客美商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三亚弘天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海垦神泉体育休闲会所有限公司
海南开维海棠度假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省国营南田农场
洋浦东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丰兴精密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多林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天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明华旅业有限公司
海南大印经典置业有限公司
琼中诚利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宝名置业有限公司
海南宇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文昌运通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东泰嘉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文昌市文琼兴发贸易有限公司
文昌阿何食品工业园有限公司
海南连昌海运公司
海南椰之味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海南美丰不动产有限公司
海南中发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屯昌百信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万泉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德双顺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雅泰实业有限公司
三亚雨林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460200620110673N
460200671053015
91460000780744464E
L74256624900000
91460200798720815L
9146000076035889XU
46020074776106X
460200708816056
46002719360917261101
L28400541900000
91460200780714660G
460200780720251
914602006872564743
460200747751443
91460200735817353L
460200283982197
91460200708819740U
460200747763217
91460200708816654X
460200676066472
91460000747792990W
91460200676073410W
460200747769520
91460200583925952N
914602007987481000
460200201344045
91460300293882050Q
914603007212874000
914690276651097055
91460000693194986K
91469027774265053P
914690026710955658
91469036681164843F
91469005760383622G
460005760361298
469005671088672
914690056872883023
91469005201446199B
460005774293388
460005201456602
460005201440651
460026620009954
91469026687274024
91469026681182646Y
460026201298720WL
9146902677429900XQ
460033721257850
L2469033600000416621

法定代表人或业主
姓名

陈冬青
陈冬青
陈鸿发
周文泰
胡红兵
金昌俊
钟海军
钟海军
王茂义
周伟
詹琰
林宪治
杨小平
祁先耐
李强
吴虓
廖卓强
李周
喻涛
邱大庆
刘柬
林宪治
杜宝财
彭隆荣
李雪梅
刘兴旺
刘建华
沈旗卫
黄世华
华永祥
张浩
杨炳法
李扬坤
吴冠昌
吴毓明
李沁
周克顺
黄循炎
何泓
丛鸣
刘雷
马进明
傅云燕
张元彬
唐志威
黄叶艳
张立业
张立业

身份证号码
460200197005045338
460200197005045338
46020019710406055X
412828198507050053
3301031967042111657
110108195203231816
460200198212280036
460200198212280036
4600271936091722611
110102196006182310
421002198810171011
B120783440（台湾身份证）
210302195811090910
140502195206060548
460100197311103318
110102197111153057
442527196809161991
460200195301120276
42272519700428001X
430402196205202514
230921195803132813
B120783440（台湾身份证）
142201195310029179
460200541218139
640102196711270360
460200196712011394
433024530125005
33012419640202353X
H0628944202
442801196711151034
33100419810227001X
330106196711230097
440923196612283738
310112196108121017
460029197605072411
510102196902114660
42070019680223003X
460022195610083218
18744436N
210219643126367
440505196105081010
410105193604053312
352627197507053213
440524195311165818
440923197310300015
460026198605243327
130203196111110015
130203196111110015

经营（注册）地址

三亚市河东区小东海路6号
三亚市红沙镇荔枝山庄C1栋
三亚市河西区儋州村横南一巷06号
三亚市迎宾路卓达大厦十一楼1号房
三亚市迎宾路大道秦岭汽车修理
海口市龙昆南路佳宝花园A座1805室
三亚市榕根小区一路03号
三亚市河东区祥和路6号
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610号
海口市府城镇凤翔路佳宝花园A座1802房
三亚市河东区小东海路6号
三亚市新风路创业大厦Ａ座2楼
三亚市解放二路10号华宝石大酒店五楼
三亚市儋州村016号
三亚市天涯镇红塘村高尔夫球场内
三亚市金鸡岭路
三亚市解放四路286号
三亚市正南路新居东5巷013号
海南省三亚市鹿岭路金陵海景花园2号楼1楼
三亚市河西区解放路海圣公寓1401、15-16层
海口市紫荆路2-1号紫荆．信息公寓8A房
海南省三亚市河西区河西路115号
三亚市友谊路兰天花园
三亚市海棠湾镇南田农场内
海南省三亚市海棠湾镇海棠北路2号
三亚市海棠湾镇
洋浦新英湾安置区5栋12号房
洋浦深圳科技工业园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海榆西线公路54公里处南侧金马花园4号楼702房
海口市龙昆北路
澄迈县老城镇盈滨半岛明华小区听涛菀B15栋
琼海市嘉积镇金海路192号五楼501房
琼中县城海榆路金光公司后面
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白金海岸一号楼
文昌市文城镇文航路琼台附属幼儿园办公楼二层
文昌市清澜开发区锦坑村西南侧坡地
文昌市文城镇高隆路307号8栋
文昌市清澜新市区文清大道北侧
文清大道
清澜镇
海南省文昌市文建路22号
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昌盛路370号
屯昌海榆中线80公里处
屯城镇育新路1号
海口市海府大道138号
屯昌县三发开发区（海榆中线80公里处）
乐东县佛罗镇
乐东县佛罗镇

欠缴税款金额

1,117,267,408.26
151,227,441.66
21,568,207.89
11,715,000.00
10,142,493.81
9,948,202.50
9,679,762.44
3,510,128.16
3,216,620.30
3,052,231.75
2,829,760.15

45,660,900.00
42,176,915.98
19,280,092.00
14,471,034.28
5,360,800.00
3,736,878.75
3,386,524.72
2,820,833.75
2,804,436.99
2,635,900.00
2,630,441.44
2,116,154.16
7,645,761.62

12,193,597.39
44,575,413.70
2,849,921.07
2,463,411.63
9,144,357.08
3,194,003.27
3,452,088.55
9,298,592.09
2,027,629.92

17,304,425.83
11,980,535.47
10,257,502.46
3,771,863.04
2,219,629.64

27,432,868.14
3,748,516.30
4,366,661.40
16,825,181.23
3,245,900.00
3,454,740.64
3,003,515.07
2,398,997.50

18,268,775.39
2,566,795.02

地税欠税户名单
（金额单位：元）

（本版内容最终解释权归海南省国家税务局和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所有） 下转A11版▶

金海浆纸入选2017年
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邹
小和）记者从省水务厅获悉，近日工信部、水利部
等多部委联合公示全国2017年重点用水企业水
效领跑者与入围企业名单，我省海南金海浆纸纸
业有限公司创新节水管理制度和节水工艺技术，
入选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名单。

据了解，本次全国共有来自钢铁行业、纺织染
整行业、造纸行业、乙烯行业和味精行业等5个重
点用水行业的23家企业进入了此次水效领跑者
与入围企业名单。其中，造纸行业公司有6家企
业入选。开展水效领跑者申报评选行动，旨在加
快推进重点用水企业节水技术进步，推动企业开
展节水改造和对标达标，全面提升企业用水效率。

公示内容包括入围企业名单和企业典型做
法。据介绍，金海浆纸纸业有限公司在节水管理制
度方面，成立“能源管理体系委员会”统筹安排全公
司及各部门的节能管理工作；采用运营军令状等形
式进行节水及公司运行绩效运行管理；节水管理每
年通过关键业绩指标（KPI）追踪管理系统进行节水
目标分配，各部门单位进行年度节水计划规划实现
年度节水目标；公司对全厂用水计量网络及管网进
行分段，由专门的工务部进行管理。在节水工艺技
术方面，金海浆纸纸业有限公司建立干净冷凝水
回用制浆、中间冷凝水回用、生活白水进行气浮后
回用、生活纸中水回用、原水车间反洗排水全回
用、纯水车间循环正洗改造等。

我省开展全省自然保护地
生态旅游培训

本报保城11月1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王
世辉）今天，由省林业厅主办，省野生动植物保护
管理局和全球环境基金（GEF）海南湿地保护体系
项目承办的2017年全省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培
训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行，来自全省各级森
林公园、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等单位代表参加了
培训。培训旨在了解国内外自然保护地的生态旅
游先进理念和做法，提升我省森林公园、湿地公
园、保护区等单位的管理能力和水平。

此次培训为期3天，邀请了国家林业局森林
公园管理处处长俞晖、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
陈扬乐、四川旅游学院生态旅游研究所所长沈尤
等专家教授专题授课。培训内容包括了国内森林
公园开发政策解读、森林康养开发思路，以及我省
以生态游定位的景区开发经验介绍。希望通过形
式多样化的拓展培训，提升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
和湿地公园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持
续推进我省生态旅游全面发展。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杨艺
华）来海南岛旅游的游客又多了一个
购物新去处，筹备已久的海口航空
旅游免税城今天盛大开业，该免税
城位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候机楼隔
离区范围内，通过地下通道与现有
候机楼隔离区连接，营业面积达1.8

万平方米。
对比原有的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

T1航站楼免税区域，海口航空旅游免
税城更加宽敞，品牌也更加丰富。据
悉，在原有400余个全球顶级品牌基
础上，海口航空旅游免税城引进了
Longchamp、MCM、Zero Halli-

burton等31个新增世界知名品牌，
游客只需通过海口美兰机场国内出
发厅B区安检后，左转进入专用通
道，直行3分钟即可到达海口航空旅
游免税城。

今天，正在现场购物的陈女士高
兴地对记者说：“我第一次来海南，就

碰上免税城开业，离起飞时间还早，就
过来看看，没想到这里居然有卖我最
喜欢的品牌包，这里价格比外面专
柜优惠好多，看来以后我要经常来
海南了。”

据免税城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
让更多旅客享受到海口航空旅游免税

城丰富的购物选择，免税城还于11月
1日—7日推出上万件低至5折的超
值免税商品。海口航空旅游免税城的
开业标志着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迈进
全新发展阶段，激活了海南离岛免税
产业新活力，让消费者足不出国就可
畅享全球高端购物之旅。

海口航空旅游免税城开门迎客
海南“离岛免税”再迎扩容升级

关注三亚“双修”升级版

■ 本报记者 孙婧

5天，80个课时，7大景区，吸引
了2400名瑜伽爱好者在三亚热带滨
海的自然风光中以瑜伽会友。10月
29日，2017三亚世界瑜伽交流大会
落幕，但这股“瑜伽旋风”的影响还在
持续——中印旅游达成了进一步合
作意向。文化交流的力量，让“东方
夏威夷”的名片再一次在国际叫响。

吸引国内外练习者慕名而来

在世界瑜伽交流大会举办期间，
作为活动主场的亚龙湾会议中心和
瑜伽村，随处可见背着瑜伽垫的瑜
伽练习者。由马来西亚瑜伽大师古
儒·蓝日川开设的“动态瑜伽”公开课
上，慕名而来的瑜伽爱好者都挤到了
场外。

音乐响起，这名61岁的瑜伽大
师，不时翻滚、倒立、俯卧、半蹲，用
轻盈的姿态展示着动态瑜伽的魅
力。与此同时，他用幽默的语言给
台下的学员们打气。不同国籍、不
同肤色的学员们，彼此亦相视一笑，
无需言语沟通，运动就是此时最好的
世界语言。

“在美国，尤其是加州，学习瑜伽
的人不少，这次赶来三亚，每天上三
四节课，收获太大了！我希望以后每
年都能来三亚，还要让家人、朋友、同
学们来，他们也肯定和我一样，爱上
三亚，爱上瑜伽。”两个半小时的瑜伽
结束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21岁学
生姚芷圆仍意犹未尽。

此次世界瑜伽大会，印度国宝级
的瑜伽大师巴拉特·布衫、马来西亚
瑜伽大师古儒·蓝日川，以及来自尼
泊尔、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的
近20名瑜伽大师，组成了本次交流
大会的“最强导师阵容”，吸引了24
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瑜伽学员
欢聚一堂。

几天来，瑜伽导师和学员们在亚
龙湾爱立方滨海乐园、天涯海角、大
小洞天、南山寺、三亚湾沙滩、鹿回头
山顶公园等景区里开展瑜伽练习。
从清晨到傍晚，三亚风光优美的大自
然与清新的空气让瑜伽练习更加舒
展、愉悦。

作为本地瑜伽练习者，三亚一家
健身馆的瑜伽老师袁明湘十分珍惜
这次学习机会，5天来积极参加各个
瑜伽门派的课程，“可以明显感觉到
三亚的瑜伽爱好者逐年增加，不分男

女老少，大家对瑜伽这项运动也越来
越认可，交流大会结束后，我要把学
到的内容传授给我的学员们。”袁明
湘说。

开启旅游合作新篇章

高规格的瑜伽大会的举办，令世
界各地的瑜伽爱好者开始关注三
亚。起于瑜伽，却不止瑜伽。

在10月28日晚，三亚假期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与布衫、古儒和巴特
瑞·亚缇三位瑜伽大师进行了“三亚
国际瑜伽大师培训中心”项目的签
约。对三亚来说，这意味着瑜伽产业
将长期落户，也为三亚打造国际化旅
游目的地和国际健康度假目的地，增
加一个有着广泛国际吸引力的产业
支撑。

时针再往前拨两天，26 日瑜
伽大会开幕后，由三亚市人民政
府和印度驻广州总领事馆主办的
中国（三亚）——印度旅游交流推
介会及座谈会上，近百名中印旅
行商在互相推介与交流中，找到
了更多共鸣。

“印度旅行商很多还是第一次了
解三亚，除了三亚世界级的滨海风光
以外，本土民族文化、中式菜肴、中式
婚礼文化也让他们很感兴趣。”三亚
市婚庆旅游行业协会会长许伟感慨，

此次交流让双方产生了强烈合作愿
望，“印度的婚庆游市场需求庞大，而
三亚正在打造全球婚礼目的地，双方
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们已经与5家印
度旅行商达成意向合作，下一步会针
对印度市场设计蜜月度假7天游等
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并邀请印度旅行
商把三亚产品放到印度版‘携程网’
上推广和销售。”

成果在台前，功夫在台下。近
年来，三亚重视对外开展合作交流，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积极
促进与各国城市之间的旅游、经贸
往来，着力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
其中以亚洲、欧洲为重点国际目标
客源市场，三亚正在构建“4小时、8
小时、12小时”的近程、中程和远程
国际航空旅游网络，努力推进旅游
国际化进程。今年9月初，《三亚市
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行动方
案》印发，明确了路线图，将通过加
密国际航班、提升国际化语言环境、
积极策划具有世界影响的文体赛事
活动等措施，不断地提升城市国际
化水平。

三亚市政府副市长许振凌表示，
三亚将继续推进健康产业与旅游产
业融合，把包括瑜伽在内的国际化
健康活动，打造成三亚市的一张靓
丽名片。

（本报三亚11月1日电）

三亚世界瑜伽交流大会引发“瑜伽旋风”，促成中印达成多项旅游合作

瑜伽产业落户，将成美丽三亚新名片
海口综保区跨境
电商平台实现
平稳运行
大批量出区跨境电商商品
获快速验放

本报海口11月1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陈庆 张宁）记者今天从
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悉，跨境电
商平台企业海南飞翔跨境电商有限公
司申报的697件、主要品种为日用商
品的包裹日前顺利验放出区，这是继
前段时间海口综保区测试运行验放第
一单小批量出区货物后，真正意义上
的首批验放出区跨境电商商品，标志
着海口综保区跨境电商平台正式平稳
运行。

为确保货物顺利出区，发往全国
各地，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海口地
区办事处通过举办培训班，帮助相关
企业在“海南省公共服务平台和跨境
电商检验检疫企业端”进行企业和商
品的双备案，指导企业正确录入和规
范填制跨境电商商品报检单，并积极
帮助企业做好货物入区前期准备工
作，做好产品信息的资料预审。

据悉，海口地区办事处还多次与
相关企业、主管部门沟通对接，积极配
合对系统的联调和测试工作，确保系
统成功上线运行，并按照海南局对跨
境电商商品出区的布控比例进行抽
检，安排人员加班加点查验、快速验
放，采取多项措施保障商品快速验放，
最终实现了海口综保区跨境电商平台
正式平稳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