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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识别号
460100754351528
460100754353857
460100201290411
460100665143129
460100742574142
460100767457209
460100665113632
460100062318735
460100754390850
460100687273055
460100730058458
460100573054081
460100767467124

460100557356776

460100754391175
91460000620318087N
460100793112677
460100082502249
460100735844810
460100735810661
460100698905839
460100774269150
460100196504120056
9146010068727447XC
460024195005172012
91460100573061441R
460100428200695
460100397986356
460100284025022
513027197501204218A1
460100774263920

纳税人名称
中商联合泰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钱江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联合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银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明光大酒店有限公司
海南天琦测绘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鸿利来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肥大富建筑装璜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金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桓裕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鸿昌达贸易有限公司琼山分公司
海南旭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海南巨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华锐能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天朗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凌志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龙骧炭业有限公司
海南开创鼎盛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海南和顺幕墙门窗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良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润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弘合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海口龙华德顺轩火锅城
海南务兴劳动服务有限公司
海口龙华新汇香酒家
海口天彩广告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国际旅游岛商报社
海南旅建联盟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丰兴医药有限公司
海口龙华毛家湾餐厅
海南银线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陈金财
陈军
李传明
唐敏
弭奎
林诗武
梁水生
张战鹏
张增源
张世良
郭声松
熊世春
周克顺

王小龙

朱良武
林伟
杨楚芬
潘金文
张廷引
袁凤祥
黎贤智
钱炜
颜启华
唐兵
钟亚才
佘天军
张越
石为峰
彭伟康
邱仕彬
张少伟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
350521197406017533
130103196211250052
460100195307073030
460100196112081238
370203196711063210
460021197411060817
440821540814483
640203196803081518
330623196807241077
220602197203141515
460100591218003
51222219750411139X
42070019680223003X

460025198405284232

330323196905123633
460004198811231230
460027197408147928
350321197006076453
370202196809120133
220303530620341
460025198308184213
110105700108331
460100196504120056
511023197910073274
460024195005172012
513027197603175972
211004196512070014
622427198911202718
44128119821208361X
513027197501204218
460100621019531

经营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南沙路46-2号明珠星苑金碧阁二层
海口市和平大道55号钱江大厦5楼
海口市国贸路56号北京大厦15A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内教工宿舍1栋一层
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1202室
海口市海府路73号农建友谊大厦七楼
海口市龙华路华龙大厦三楼208房
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A-8小区申亚大厦第十八层
海口市滨海大道黄金大酒店11层1108—1109房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观海路102号
琼山区甲子糖厂办公大楼201房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2号2001房
海口海口市凤翔路天龙王大酒家新楼第六层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西村丘海大道延长线东侧智海混凝土厂后侧

海口市金龙路18号海口温州大厦17A09房
海口市龙昆南路8号
海南省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D栋1001室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羊山大道19号1号影棚307
海口市海秀路39号申鑫国际广场A2610-01房
海口市美兰区万恒路26号良缘雅苑（曲苑）4#楼5层502房
海口市人民大道8号逸海春天商住楼518房
海口市国贸大道九都大厦11楼B座
海口市龙昆北路50号新温泉大酒店一楼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凤翔路经济适用住房小区天鹅花园C栋721房
海口市龙华区南海大道坡巷村11号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道客新村金峰大厦D座408房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大道3号西苑路海商报业产业园区办公楼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大英路嘉茂大厦3楼3188室
海口市沿江三东路16号松雷大厦A栋1504室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龙路18号温州大厦1号铺面（1-3层
海口市海甸三东路13号海雁小区别墅C-7栋

欠税税种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欠税金额
15,044,853.22
13,377,361.28
12,231,983.44
11,725,483.00
6,336,379.81
3,991,365.85
2,511,420.34
1,708,001.03
1,373,373.07
1,122,561.50
1,074,430.35
1,045,945.94
931,274.56
832,192.95
411,638.87
811,793.97
694,106.67
693,927.75
647,944.41
646,397.91
627,677.24
310,952.38
285,714.29
240,000.00
231,891.89
188,700.00
178,378.38
164,331.10
148,838.75
144,334.40
142,800.00
127,902.47

海口市国家税务局欠税公告（2017年第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六条等有关规定，现将以下纳税人予以公告（截至2017年10月31日）。公告所涉及的纳税人请及时与主管税务机关联系，按照规定办理解缴

所欠税款事宜，否则税务机关将按照规定采取执法措施。
2017年11月15日

单位：元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确定文昌市
东郊镇供气站项目用地规划指标。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
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7年11月15日至2017年12月14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js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
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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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东郊镇供气站项目用
地规划指标确定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7年11月15日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7美丽乡村发展大会现场氛
围营造及布展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本项目为美丽乡村发展大会（陵水）现场服务，会
议时间：2017年12月8日-10日，会议规模：1000人。项目包含：
主会场及分论坛视觉效果处理、乡村展位展示、海南风情下午茶
布置、晚宴场地布置（包括舞台）、酒店整体氛围营造、整套美丽乡
村VI识别系统设计等工作。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商业
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具备相关资质，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同类会议

现场氛围营造及布展工作经验，接待过千人以上规模会议的优先
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11月13日至19日，每日上
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间），在海南
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展公司报名，报名
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委托书
（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
（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17年11月24日17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刘女士 66810859

20172017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现场氛围营造及布展项目招标公告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徐仕桂与被执行人海口椰香食品有限公
司、陈实、张秀玲、陈少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的（2017）琼01民终712号民事判决书和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2015）秀民二初字第48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被执行人陈
少明购买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42号海糖小区一期3号楼5
层501房（合同备案号：BZ0008093）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标的物
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2017）琼0105执1164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7）琼0105执1164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徐仕桂与被执行人海口椰香食品有限公
司、陈实、张秀玲、陈少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的（2017）琼01民终712号民事判决书和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作出的（2015）秀民二初字第485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将被执行人张
秀玲购买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42号海糖小区一期3号楼6
层602房（合同备案号：BZ0009995）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标的物
权属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O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琼中县营根镇那柏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建设规

模：灌溉与排水工程：新建农渠6条，总长为4056米；新建排沟7条、
总长为4321米；配套建筑物267座。田间道路工程：新建道路9条、
总长为8007米；配套建筑物40座。工期365日历天。招标范围：
[施工标]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等；[监理标]施工阶段和保修
阶段全过程监理。资格要求：[施工标]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或以上资质；[监理标]水利水电工程监理
丙级或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
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项目总监具备国
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有意请于2017年11月15
日至22日在http://218.77.183.48/htms买招标文件。（详情请登录
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http://218.77.183.48/htms）招标
代理：法正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电话：089866724708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6）琼0106执恢281号
海南金永安印刷有限公司、李儒大、陆来宽：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刘义刚与被执行人海南金永安印刷有
限公司、李儒大、陆来宽、谢南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委托对被
执行人谢南健名下位于海口市美舍河开发区东部晋江花园第二期第
5号第242.00平方米土地国有住宅用地使用权价格进行评估。评估
价值为149.68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海南)世宏【2017】（估）字第020号土地估价
鉴定报告。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琼0106执3896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冷冰与被执行人海南东方石油化工公
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6年12月12日以（2016）琼0106执
3896号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海南东方石油化工公司名下位于
海口市海府路12号亚希大厦1709房（产权证号：31615）。2017
年7月17日本院在司法网络平台公开拍卖该标的物，因无人竞买
导致流拍。今年7月21日，申请执行人冷冰向本院申请将上述标
的物按拍卖的起拍价847800元抵债。如对申请执行人以847800
元抵债上述财产持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对上述财
产进行处置。

特此公告
二0一七年九月二日

多地公积金贷款买房遭
近来，网上流传一句顺口溜：“全款买房的往里走，按揭的不要堵门口，公积金贷款的

请把共享单车挪一挪。”“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的热门楼盘调查发现，一些开发商只接受
全款买房，拒绝公积金贷款甚至商贷。这种现象受到关注，多地近期出台相关政策保护
购房者权益。

记者近日在广东、福建等地调查
发现，一些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

在福州，记者走访了融侨方圆等
8家楼盘，有6家拒绝公积金贷款。如
即将开售的、每平方米售价3万元的
阳光城·檀府，销售人员明确表示只卖
给全额付款客户，公积金贷款甚至商
贷按揭客户都“机会不大”。

福州的刘先生向记者坦承，本打
算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最终被迫“东
借西凑”凑了五成首付、且找了内部关
系才商业贷款买到“阳光城·丽景
湾”。“没有内部关系根本无法认筹，想
公积金贷款更是奢望。”

一位陈姓置业顾问确认了刘
先生的说法：“只接受商业贷款，首
付至少要五成，选房后三天内必须
交齐。”

在广州、深圳等热点城市，开发商
拒绝公积金贷款或要求全款购房也屡

见不鲜。记者走访广州的明星板块
——广纸区域发现，区域内的楼盘基
本拒绝公积金贷款。

深圳的一些高端楼盘更开始走
“封闭式”路线，客户看房必须提前预
约，即必须登记、复印身份证，在指定

的银行卡内存足钱款，等楼盘发出参
观邀请才能实地看盘。

“我们项目不仅拒绝公积金贷款，
还必须一次性付款。现在客户这么
多，要好好筛选。”临近深圳的惠州江
北西区某楼盘，在针对全部意向客户
做了调查之后，直接选取了200个全
款支付的客户入场交易。

有热点城市楼盘只接受全款购房拒绝公积金贷款

记者采访发现，开发商之所以拒
绝按揭贷款，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公积金贷款资金回笼慢。
“住房公积金贷款流程较为复杂，放款
周期比较长。”多位楼盘营销负责人透
露，对于开发商来说，回款率是其考核
的刚性指标。急需回笼周转资金的开
发商认为公积金贷款流程繁琐、回款

太慢，更愿意购房者付全款或使用商
业贷款，以尽快回笼资金。

记者采访各地公积金管理部门
发现，一般放款时间在 1.5－3 个
月。但季末、年底受额度所限，或者
各地审批的原因，则放款速度更慢

一些。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旭

锋表示，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主
要原因是程序较为复杂，放款时间
长、提成少。

其次，新房销售量少，开发商为

资金快速回笼，首先选择支付全款
的客户。

中原地产研究数据显示，10月
份，上海仅有1个新项目入市，创历史
新低。“一线城市楼市全款买房的客户
比例预计只有20％左右，但开发商在

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肯定优先选择全
款客户。”上海一家房企负责人表示。

上海市住建部门负责人认为，对
于有条件获取公积金贷款的用户来
说，各地公积金管理部门是支持的，但
在实际操作中决定权被转到了开发商
手上，尤其在货源不足的情况下更是
如此。

开发商为何“嫌弃”公积金按揭贷款？

上海华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丁兴
峰律师说，全款优先等于限制了购房
人平等选房、购房的权利，拒绝公积金
贷款则直接违反相关法规。“房子是特
殊商品，属于民生保障范畴，地方政府
宜通过适当的行政手段，保障所有购
房人的合法权益。”

早在2014年10月，住建部联合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
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
通知》，其中第七条明确规定：“房地产

开发企业不得拒绝缴存职工使用住房
公积金贷款购房。”

据悉，针对拒绝公积金贷款的情
况，多地近期已经出台相关政策，纠正
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阻挠和拒绝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

武汉市房管局9月23日下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管理规范销
售行为的通知》，开发商不得区别对待

全款和贷款购房，不得拒绝公积金贷
款购房。违反规定的开发商，将面临
暂停项目网上签约和预售资金监管账
户资金拨付等严厉处罚。

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下
发文件，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预售或
者现售商品房时，不得阻挠或者拒绝
购房人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若开发
商违反规定，则处以1万元以上5万

元以下罚款，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暂停其新项目的建设开发审批手续。

此外，长沙查处11家拒绝公积金
贷款的楼盘；成都近日规定，已取得预
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
单位应当在取得预售许可证之日起
30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
住房公积金贷款项目合作申请，建立
贷款合作关系；对于选择住房公积金

贷款购房的购房人，不得拒绝其购房，
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限制条件或附
加条件。

宜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建议，各
地公积金管理部门应进一步提高公积
金贷款的审批效率，尤其要尽快满足首
次购房、首次使用公积金群体的贷款需
求，引导开发商平等对待购房者，保障
住房公积金真正惠及刚需群体。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记者
郑钧天 董建国 周强）

多地出手遏制拒绝公积金现象

中国工程院
停止孟伟院士资格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余晓洁 毛
振华）14日，中国工程院第六届主席团根据《中国
工程院章程》和补充修订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违背
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决定停止孟
伟中国工程院院士资格。

孟伟，1956年出生，流域水污染控制与水环
境管理专家，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驻
环境保护部纪检组近日发布消息：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孟伟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
接受组织审查。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据悉，中国工程院近年
来先后停止了李宁、周国泰、孟伟等人院士资格。

温州警方摧毁
特大婚恋交友诈骗团伙
共抓获65名犯罪嫌疑人

据新华社杭州11月14日电（记者陈晓波）
浙江温州警方14日发布消息称，近日，温州市反
诈中心联合乐清市刑侦大队破获2个婚恋交友诈
骗团伙，共抓获65名犯罪嫌疑人，破获200余起
案件，涉案金额达100余万元。

今年10月，浙江省乐清市的陈先生上微信
时，有一陌生“美女”添加好友，两人确定了男女朋
友关系。这时，“美女”以想见面、充话费、买车票
等理由让陈先生汇钱、发红包。陈先生陆续给了
对方5000多元，未料对方把陈先生拉黑。

警方接警后发现，该案背后系一特大网络诈骗
团伙，受骗人数众多，团伙主要活动在湖北省天门市。

近日，在天门警方支持下，专案组先后抓获犯
罪嫌疑人65名。据介绍，这65名犯罪嫌疑人大
部分诈骗人员同时也是传销案件的受害人。

团伙头目以化妆品公司为幌子，用介绍工作为
由，在网上骗他们到天门市，带到出租房，进行统一
管理，并以军事化管理为由，没收其财物、身份证、手
机等，安排专门的人员看管，进行洗脑式培训。

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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