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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7〕23号

海 南 歌 洛 瑞 思 服 饰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C1WY01，法定代表人：黄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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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
税一稽通〔2017〕105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规定，我局依法对你公司
进行税务检查，现查明你公司存在让泗阳县德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虚开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在我局作
出税务处理及处罚决定之前，请你公司积极履行举证义务，自公告
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我局提供有关证据材料。你公司依法享有陈
述、申辩的权利，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7年11月9日
联系人：王春、王烁晖；联系电话：0898-66792163；联系地址：

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1室

公 告
项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

海口市东海岸滨海路二期市政道路工程项目已于2016年1
月21日完成竣工验收，我司将在该项目竣工验收完成后，依合同
约定退还该项目质量保证金，共计2466640.12元。如对项目工
程款支付存在纠纷、异议、诉讼仲裁等，请该项目各参建方、施工
相关方在本公告发布后7日内向我司提出书面情况说明，具体如
下：1）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提出异议，则我司暂不予退还质量保证
金，并督促本项目承包人海南万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尽快解决
异议，待无异议或异议消除后，按照合同约定和相关要求退还质
量保证金。2）如在本公告期限内未提出异议，我司将按照合同
约定和相关要求退还质量保证金。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项
目各参建方、施工相关方放弃督促解决异议的权利，由此造成的
任何损失、纠纷等风险和责任概由该项目承包人海南万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承担，与我司无关。特此公告。

联系人：张兆捷
联系电话：66527622 66756061 13876378585
联系地址：海口市世纪广场路1号海口市城建集团三楼

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7日

公 告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及陈锡好：

2014年9月30日，我司与贵司签订《兴海花园建设工程
总承包施工合同及补充合同》（下简称施工合同），同意将位于
万宁市望海大道的“万宁兴海花园”商住楼项目承包给贵司施
工，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工期、包负责承担一切生
产安全事故等。按照本合同第五条款约定：“在双方签订本合
同之日起，你承包方进场五日内，承包人向发包人指定的银行
账户，汇入人民币100万元作为该公司的合同履约保证金。
否则合同自动作废，承包人无条件退场”一切责任由贵司自行
承担。可贵司进场后一直未按约定支付100万元履约保证
金，已构成严重违约，且在项目开发过程中贵司又无能力继续
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无法支付工程队农民工工资，到目前已
停放将近3年之久，在政府及有关部门介入后，我公司出于人
道主义。已在2016年12月底投入资金解决完所有农民工工
资。目前我公司将对该项目进行重新调整建设开发，到目前
为止，已给我司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为了维护我司的合
法权益，减少损失。我公司现再次慎重登报告知贵司及各施
工分包方。凡在我司场地内占用停放材料及生产工具的分包
户主，见报后请自动撤离我司场地。如有异议，你们可走法律
程序，维护你们的权益，在我司登报之日起，请你们务必在
2017年11月30日前自动撤离我司场地，你们内部所发生的
债权债务一切与我司无关。否则：我司将采取强硬措施及法
律手段，维护我司的合法权益，并要求追赔我司所造成的经济
损失。

特此公告
海南万宁市兴海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8日

1、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20号一楼之一（酒店大堂）、2-9层，大
同路 18号 302、502房，出租面积共约2999.26m2，起拍价110973
元/月，拍卖保证金50万元。

2、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 20号一楼之二（药店），出租面积约
131.34m2，起拍价26268元/月，拍卖保证金10万元。

3、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20号一楼之三（房产中介），出租面积
约65.66m2，起拍价13132元/月，拍卖保证金5万元。

4、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18号一楼102房（小卖部），出租面积
约81.33m2，起拍价8133元/月，拍卖保证金5万元。

5、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18号一楼101房（古玩店）、二楼201、
202房，出租面积共约269.93m2，起拍价18355元/月，拍卖保证金
10万元。

6、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18号六楼601房 (宿舍)，出租面积约
94.3m2，起拍价2516元/月，拍卖保证金1万元。

展示时间、地点：2017年11月15、16日，标的所在地。
1号标的竞买人须是有 3年以上旅业经营经验的法人或者个

人，且无不良经营、信用记录。拍卖成交后，所有买受人需自行与原
经营者进行场地交接，交接的费用及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1月20日17时前将保证金汇至拍卖
人指定账户，户名：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开户行：兴业银行广
州东风支行，账号：399000100100132115（以到账为准），并凭有效
身份证件、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保证金付款凭证原件等资料于拍卖
会当日10时前到拍卖会现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公司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 300号之一金安大厦 6楼 网址：
www.hypmh.cn 联系电话：020-83646189、13725252628叶生

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7年11月22日10时在海南省海口市龙华

区大同路22号龙泉大酒店4楼多功能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的5年租赁权：

海南省公路勘察设计院
2017年第三批专业人员招录方案

一、人才引进计划
1、勘察设计所副所长1人。岗位要求：①大学本科及以上

学历；②四年及以上公路勘察设计行业相关工作经验；③年龄
45周岁以下。

2、办公室副主任，岗位要求：①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②五年及以上行政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工作协作及文书处
理能力，熟悉行政事务，有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③年龄40周岁
以下，共产党员优先。

二、专业人员招录计划
1、规划专业4人。岗位要求：①全日制硕士及以上学历，本

科及研究生专业均为交通运输规划或城市规划；②有多年公路、
市政道路规划工作经历者优先；③年龄在40岁以下。

2、道路专业3人。岗位要求：①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道路工程相关专业；②有公路、市政道路工作经历者优先；③
年龄在40岁以下。

有意向者，请于11月18日前将简历、身份证、毕业证、学位
证等证明材料发到我院邮箱：hn_2000@163.com,其余注意事
项，可登入我院官网查阅，网址：http://www.hnhdi.com

海口市龙华区2017年
公开招聘区属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公 告
根据龙华区区属事业单位岗位空缺情况，经区委、区政

府同意，海口市龙华区房屋征收局等24家事业单位现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工作人员52名。

具体详情请登录龙华区门户网站
（网址http://www.hklhq.gov.cn/）查询。

报名时间：2017年11月27日-29日

报名咨询电话：0898-66568060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3天
的角逐，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
道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陵水杯”
2017年全国古典式摔跤冠军赛，9日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体育馆收官。本
次比赛竞争非常激烈，在8个级别的
比赛中，仅有江苏队获得了两枚金
牌。其余6个冠军均被不同的代表
队获得。

共有43个代表队的300多名选
手角逐8个级别的金牌。在前两天的

比赛中，云南队的刘俊红和山东队的
程立帅分别夺得了男子59公斤级和
66公斤级冠军。武汉体院队的王士
虎、江苏队的石玄龙和山西队的前海
涛分别夺得了男子71公斤级、75公
斤级和80公斤级的冠军。今天决出
了3枚金牌，最终，新疆队的依克木、
江苏队的陈亚楠和四川队的王荣川分
别夺得了85公斤级、98公斤级和130
公斤级的冠军。

该赛事为国内顶级摔跤赛事之

一，参赛选手中包括世界冠军、亚洲冠
军，以及30多位全运会冠军和全国锦
标赛前两名选手。陵水黎族自治县率
先建立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连续多
年举办全国摔跤冠军赛等品牌赛事，
并举办了省内外一批有影响力的各类
型赛事。

全国古典式摔跤冠军赛在陵水收官
江苏队获得两枚金牌

“硕克杯”2017年海南省足球
超级联赛战罢两轮，儋州队两战全
胜，暂居积分榜第一。该队主教练
李远洋说，目前球队士气正旺，大家
有信心向冠军发起冲击。

省足球超级联赛举办5届，这
是儋州队第二次参赛。2015年，首
次参赛的儋州队名列第3。李远洋
说，2015年儋州要组队参赛，儋州
市文体局较为支持，积极为球队联
系主场比赛的场地、安保等。儋州
一名喜欢足球的私营企业主慷慨解
囊，为球队提供了参赛经费。和其
他市县球队利用规则聘请外援参赛
不同，儋州队“血统”纯正，队员全都
是那大中学历届校队成员。那大中
学现在更名为儋州一中，十多年前，
那大中学足球队在省内中学生足坛

属于一支劲旅。
李远洋还清楚地记得，儋州队

第一场省超级联赛的比赛是赴海口
迎战老牌劲旅海口红色战车队。他
说：“第一场比赛就踢客场，队员们
包括我这个教练员多少也有些紧
张。赛前感觉大赛气氛凝重。”2015
赛季，“新军”儋州队让人刮目相看，
最终夺得了季军。李远洋说，那个
赛季他最难忘的一场比赛是在海口
挑战海南大学队。“对手的实力比我
们强，又是主场作战。我们采用了
稳守反击的战术，在控球不占优的
情况下，依靠高效的反击击败了对
手。赛后队员们非常兴奋。”他说。

在李远洋看来，省超级联赛采
用主客场制对提高海南业余球员的
水平、球队的组织能力和凝聚力以

及当地的足球氛围帮助很大。他
说：“经过锻炼，我们的队员们现在
赴客场比赛不再慌乱，听到喝倒彩
也不会不自在。”

本赛季战罢两轮，儋州队两场客
场比赛分别以3：1和2：1战胜了海口
红色战车队和澄迈队。李远洋说，客
场战胜澄迈队的比赛踢得很艰苦，直
到第60分钟我们才打破僵局，踢进
一球。两场比赛儋州队共踢进5个
球，显示了较强的攻击力。其中，29
岁的前锋薛小玮独中两元。李远洋
透露，由于平时都要工作，儋州队的
球员每周集中训练和比赛一次。周
末，一旦有客场比赛，球队便租一辆
大巴开赴客场。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

儋州队：要向冠军发起冲击

澄迈雷霆

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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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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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师大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记者卫
小林）为更好展示海口美舍河凤翔湿地
公园生态和水利环境治理成果，海口市
文体局打造的全民性赛事——穿越海
口·2017城市定向赛将于11月18日在
此开赛，赛事报名工作正式启动，11月
15日18时前均可到现场报名。

据介绍，穿越海口城市定向赛以
3至5人组队参赛，要求完成“2+1”
组大赛规定的点标任务，将寻访城市

地标和趣味拓展运动相结合，打破常
规，还原水体治理后的美舍河，带公
众欣赏海口最美生态湿地，既可以观
看市民果园、观鹭鸟栖息地乾坤湖、
赏睡莲、花叶芦竹，还可探索凤翔公
园湿地秘境。

据悉，欲参赛的报名者，只要搜
索韵动海南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后
就可报名，现场报名可到海口市水巷
口南洋风貌展示馆二楼。

海口城市定向赛报名启动

本报文城11月9日电（记者张
期望 特约记者黄良策）11 月 9日
晚，2017-2018中国男子排球超级
联赛文昌赛区第二场比赛开赛，八
一队主场迎战浙江队。最终八一队
3：2获胜，在文昌主场赢得两连胜。

当天晚上比赛高潮迭起，观众喝
彩声一浪高过一浪。首局双方比分一
度咬得很紧，最终浙江队以25：23获
胜。在第二局比赛中，八一队以25：
19扳回一局。第三局比赛，浙江队掌

握了比赛节奏，以25：19获胜。
在第四局比赛中双方进入拉锯

战，两队战成13：13平后，陷入胶着
状态，出现7个连平比分。随后，八
一队扩大战果，以25：22获胜。双方
总比分2：2。

在第五局，八一队开局顺利，连
取3分。随后，浙江队奋起直追，双
方战成4：4平。在决胜阶段双方均
出现失误，最终八一队以18：16获
胜，将总比分锁定为3:2.。

八一队主场险胜浙江队
男排超级联赛获两连胜

图为八一队选手在比赛中扣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关注海南足球超级联赛

海南超级联赛
第二轮战报

澳门羽毛球大奖赛：

中国队3名女单选手
进军八强

据新华社澳门11月9日电 2017年澳门羽毛
球格兰披治黄金大奖赛9日在澳门塔石体育馆结
束第三天争夺，中国队3名女单选手韩悦、蔡炎炎
和张艺曼晋级八强，2位男单选手任鹏嶓和赵俊
鹏止步第三轮。

女单第二轮中，韩悦苦战三局，以21：19、16：21
和21：14艰难战胜赛事4号种子、印度尼西亚选手
菲特里亚尼。蔡炎炎以两个21：18淘汰赛事7号种
子、日本选手铃木温子。在一场中国队“德比战”中，
张艺曼以21：16、18：21和21：14击败高昉洁。

澳门羽毛球格兰披治黄金大奖赛是世界羽联
第三级别赛事，总奖金为12万美元。今年的比赛
为期6天，吸引了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291名
选手参赛。

火箭下放周琦
至发展联盟球队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8日电 据休斯敦当地媒
体FOX26电视台8日报道，火箭队将中国球员周琦
再次下放到球队下属的发展联盟俱乐部毒蛇队。

周琦6日在毒蛇队上演NBA发展联盟首秀，
当时出场31分钟，拿到15分，随后在接下来两天
又参加了火箭队的训练。火箭主帅德安东尼对此
曾表示，周琦的天赋已经显现，不需要比赛来证明，
不过他需要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因此除了在火箭
比赛和训练之外，球队也会安排周琦去打一些发展
联盟的比赛，但大部分时间周琦会和火箭在一起。

周琦此前在火箭鲜有出场机会，到目前为止
他共在NBA出战5场，场均上场5.4分钟、得1.8
分，没有太多表现机会。在打完发展联盟首秀之
后，周琦表示代表毒蛇队参加比赛可以帮助他获
得更多比赛经验。

队长拉莫斯表示：

皇马联赛仍有望逆转
据新华社马德里11月8日电 皇家马德里队

长拉莫斯8日在接受西班牙媒体采访时对近来
“白衣军团”场内外的诸多问题作出了回应。他认
为，皇马目前仍有逆转巴萨夺冠的可能，而队友C
罗此前关于夏季转会政策不当导致球队实力变弱
的暗示并不妥当。

皇马近来战绩欠佳，在联赛中屡屡丢分，目前
仅排名第三。而在欧冠小组赛中，他们又刚刚输给
了英超的托特纳姆热刺。但拉莫斯认为这只是暂时
性的，没有必要“全面拉响警报”。他说：“我们是丢
了一些重要的分，但前方路还很长，我们将一点点恢
复元气。在进球方面，我们的运气也会好起来。”

尽管目前落后领头羊巴萨8分，但拉莫斯相
信，皇马依然有希望在联赛中实现逆转。他说：

“反超巴萨是可能的。我们希望能够先缩小一些
分差。此外别忘了我们和巴萨之间还有两场直接
对话，这代表了整整6分。”

➡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儋州队球员
（白色）和红色战车队
球员在海超足球联赛
中拼抢。 远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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