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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华盛兴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24107429，法定
代表人：李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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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稽处〔2017〕11号）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二稽罚
〔2017〕11号）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检查
认定你公司2015年9月用于认证抵扣3,590,504.4元进项税额的1
份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为虚假抵扣凭证,对上述行为定性为
虚开发票，对已认证抵扣的进项税额做转出处理并补缴增值税合计
3,590,504.4元，并依法加收滞纳金。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
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
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应
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以海南省国家税务局为行

政复议被申请人，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对你公司使用虚假的海关进

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扣进项税额的虚开发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5号)第三十六
条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处以500,000.00元罚款。限你公司自
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
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
（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若对我局以上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依法向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
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6楼；联系人：陈维；电话：
66791307）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7年11月16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7〕18号

海南佳好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4412138；法定代
表人：何炳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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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稽处〔2017〕12号）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二稽罚
〔2017〕12号）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
检查认定你公司2015年 8月至2015年 10月申报认证抵扣合计
68,308,257.71元进项税额的5份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为虚
假抵扣凭证,对上述行为定性为虚开发票，对已认证抵扣的进项税额
做转出处理并补缴增值税合计68,308,257.71元，并依法加收滞纳
金。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将上
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
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
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应
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以海南省国家税务局为行

政复议被申请人，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对你公司使用虚假的海关进

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扣进项税额的虚开发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5号)第三十六
条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处以500,000.00元罚款。限你公司自
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
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
（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若对我局以上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
依法向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
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6楼；联系人：王心博；电话：
66791307）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7年11月16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7〕19号

海南省名牌产品认定委员会

关于2017年海南省名牌产品的公告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第147号令《海南省名牌产品认定管理办法》的规定，经过企业申报、材料审核、初审认定、初审公示、

顾客满意度测评、综合评价计分、海南省名牌产品认定委员会审查认定，海南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PVC-U排水管材及

管件等23个产品被认定为2017年海南省名牌产品。特此公告。

附件：2017年海南省名牌产品名单

海南省名牌产品认定委员会
2017年11月13日

单位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单 位 名 称

海南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胜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宝龙渔业有限公司
海南奥格威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海南永杰幕墙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利蒙特生物农药有限公司

海南博士威农用化学有限公司

海南省椰园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兴科热带作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大中漆厂（香港）有限公司

海口鸿昌兴投资有限公司文星电线厂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金鹿农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金盘床垫有限公司
海南精功眼镜连锁有限公司

产品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申报产品

PVC-U排水管材及管件
晓蜜哈密瓜
冻马鲛鱼
玻璃制品
铝合金门窗
4.2%高氯·甲维盐微乳剂
75%丙森锌·霜脲氰水分散粒剂
0.001%烯腺·羟烯腺嘌呤
椰子汁
冻罗非鱼片
兴隆咖啡
香兰草茶叶
糖果制品
椰子粉
椰奶酥卷
炭烧咖啡
内外墙乳胶漆
油漆
聚氯乙烯绝缘无护套电缆电线
电力变压器
金鹿牌系列拖拉机
弹簧软床垫
配装眼镜

注册商标

联塑
晓蜜
述宝
奥格威
永杰
高拳
驱双
年年乐
椰园
翔泰/红椰
兴科
兴科
南国
南国
春光
春光
大孚(Monarch)
大孚(Monarch)
68
威特
金鹿
金盘
精功

认定类型

首次认定
首次认定
首次认定
首次认定
首次认定
首次认定
申报新产品认定
申报新产品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申报新产品认定
申报新产品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再认定

2017年海南省名牌产品名单

国际旅游岛讲坛
第316场讲座预告

时 间：11月18日（周六）上午9：15-12：00
主讲人：洪修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讲座主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6531967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不需要凭票入场）

依托红色文化发展旅游，为村民开辟增收新渠道

琼海椰子寨：革命老区创新业

全国网媒记者醉氧昌江霸王岭

看美妙山水
期待邂逅长臂猿

本报石碌11月15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庄晓珊）今天，“发现美好新海南——2017
全国重点网络媒体海南温暖之旅”主题采访团一
行继续为“山海黎乡 纯美昌江”而停留，采访团一
行先后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峻灵王庙、霸王岭国
家森林公园进行采风。沐浴在霸王岭天然大氧吧
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期待着与珍稀黑冠长臂猿
来一次美丽的邂逅。

在昌江峻灵王庙，来自全国60家网媒记者寻
访了苏东坡先生的足迹。

在有着“霸王归来不看树”美誉的霸王岭森林公
园，热带雨林独有的景观让网媒记者啧啧称奇。霸王
岭拥有海南保护最完好的热带原始森林，野生动植物
资源丰富，号称“热带雨林展览馆”，是不可多得的“绿
色宝库”“物种基因库”。记者们沿着公园的栈道游
览，在公园雅加景区的“情道”驻足观赏雅加瀑布，不
禁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雕琢出来的美妙山水。

据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霸王岭山中仅有数只
长臂猿，经过多年的生态保护，长臂猿现有27只
了。由于数量太少，想追踪到它们的身影并不容易。

“之前来海南都想着看海，原来海南的山这么
美！期待能在霸王岭遇到长臂猿。”新华报业网记
者郑玲玲说，这次昌江行，她对霸王岭国家森林公
园印象特别深刻，通过霸王岭生态环境保护的现
状，可以窥见美好新海南的发展愿景，期待下一站
能发现更多、更有亮点的不一样的海南。

此次活动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南海网
承办，中共临高县委宣传部、中共昌江黎族自治县
委宣传部、中共东方市委宣传部、中共五指山市委
宣传部、中共三亚市崖州区委宣传部、海南森林城
市度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海南棋子湾开元度假
村、海南海品集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水果岛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三厨新海府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等共同协办。

关注2017中国（海南）美丽乡村发展大会
美丽乡村礼赞

本报万城11月15日电（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梁振玮）今天上午，一段视
频在万宁市民朋友圈传播，视频画面显
示：在万宁和乐镇六连村，有一群猴子
下山觅食，许多人看到后都纷纷给它们
投食，猴子一点儿也不认生，很快就将
食物抢完。经六连岭自然景观林保护
站站长李广政确认，视频中的猴子是猕
猴，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据村民郭运山介绍，视频中这群猕
猴是他父亲2015年年初发现的。当
时，一共有3只猴子跑到他家附近觅
食，他父亲和母亲就尝试着给它们投
食，没想到它们一点也不认生，很快就
将食物抢完了。此后，这群猴子经常下
山觅食，而他父亲总会给它们送些食
物，久而久之，3只猴子跟他父亲也越
来越亲近了。2016年，郭运山的父亲

发现，猴群成员增加到了6只。今年，
又新增了1只幼猴。由于猴子们经常
到郭运山家玩，两位老人也十分关心、
爱护猴子，老人与猴群的故事在六连岭
逐渐传为佳话。

据李广政介绍，近年来林业部门
在六连岭保护区已经放生20多只猕
猴，像视频中这样人猴和谐共处的场
景在六连岭时常可见。

除了猕猴，走在六连岭山间，有
时还会看到白鹮、黄嘴白鹭等珍稀鸟
类。据统计，被六连岭自然景观林保
护站登记在册的国家级和省一级、省
二级珍稀野生保护动物就有68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云豹、海
南坡鹿、孔雀雉等7个物种，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有猕猴、穿山甲、黑熊等
多个物种。

万宁和乐镇六连村现猕猴群

猴哥下山玩耍，村民热情招待

驱车从琼海市嘉积城区沿着东线
高速向南，经过一段省道，行驶约10
公里左右，一个素雅古朴、绿树掩映的
村落就呈现在眼前了。

琼海市嘉积镇椰子寨村是一座红
色村庄。1927年9月23日凌晨，一声
枪响划破椰子寨村夜晚的安静，全琼
武装总暴动第一枪打响了，琼崖人民
军队从此诞生，革命烈火愈烧愈旺。

刚进村口，一片翠绿映入眼帘，上
百株槟榔树相间而立，鸡蛋大小的百
香果挂在枝头，青砖黛瓦点缀着红灯
笼，别有一番韵味。

村民符策耀在这里开了一家椰子
寨农家乐。“顾客在这里不仅能品尝到
自家种的新鲜农家菜，还能欣赏大自
然美景，在天然氧吧里放松身心，缓解
一天的疲惫。今年，椰子寨村打造红
色美丽乡村，给农家乐带来了商机。”
符策耀说。

据了解，2017年初，琼海市委、市

政府把椰子寨红色美丽乡村列为
2017年政府投资项目，以红色文化底
蕴为依托，打造生态景观、红色旅游项
目，力争把椰子寨打造成为红色美丽
乡村典范。自项目启动以来，村委会
行政服务综合楼、主题雕塑、街居风
貌、生态修复等项目稳步推进。

今年8月，符策耀家门口来了一批
建筑队，他家门口的道路被修缮一新，
原先被压坏的路面重新恢复了干净、整
洁。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仅仅是变化的
开始，“今年，咱们村变化太大了！村容
村貌、基础设施、精神面貌都在变。”

今年已85岁高龄、有着62年党龄
的椰子寨村村民欧继良也有同样的感
受：“椰子寨渡口附近，原来有猪圈、民
房等，现在改造成村民文化广场，我们
有空时，都喜欢来这里转一转。渡口
台阶处铺了石块，我们老人散步，也不
用担心滑倒了。”

随着优美人居环境的打造和红

色文化的挖掘，椰子寨村的魅力日益
凸显。在村民文化广场，总高度9.23
米、以一面旗帜和一杆长枪组合造型
的椰子寨战斗主题雕塑屹立在广场
上，似乎向人们诉说着90年前在这
片土地上发生的点点滴滴。

村委会行政服务综合楼的一层，
是椰子寨战斗历史陈列展厅。椰子寨
战斗历史陈列展厅以琼崖革命根据地
历史为主线，运用大量的资料和图片，
主要介绍了王文明、杨善集、陈永芹等
革命先烈的生平事迹，详细叙述了琼
崖纵队发展壮大的峥嵘岁月，展示了
琼崖革命先辈英勇战斗和琼崖革命根
据地创建的光辉历程。

看着家乡的变化，欧继良激动地
说：“过去，椰子寨村容村貌脏乱差，部
分革命遗址因年久失修损毁严重，个
别村民房前屋后乱搭乱建。近两年，
政府依托椰子寨浓厚的红色文化底蕴
打造特色美丽乡村，在文化传承、硬件

建设和产业发展上发力，让椰子寨村
有了新的活力，让昔日落后的老区村
庄变身为红色旅游乡村。”

椰子寨村毗邻红色娘子军纪念
园、白石岭等红色文化景区，地理位置
优越。椰子寨村将红色历史主题与美
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既传承了革命历
史文化，也为当地村民开辟了增收新
渠道。

依托优美的环境和红色文化，该
村的红色旅游日渐红火。仅今年国庆
期间，就有上千名游客来椰子寨村参
观、游玩。

来自嘉积镇军屯村的村民王杏群
告诉记者，她在椰子寨开杂货店已经
23年了，现在来椰子寨村的游客越来
越多，她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椰子寨村村民王通说：“现在很多
游客都会来这边旅游，将带动我们当
地农产品、特色产品的销售。”

（本报嘉积11月15日电）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陈德君 李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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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椰子寨村
位于万泉河畔

白石岭大道与356县道交界处

辖区内有
17个村民小组

835户 总人口2972人
全村土地面积

9375.82亩

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

3924万元

人均收入达到

13203元

椰子寨村委会充分依托村民文
化广场、椰子寨战斗历史陈列馆等，
广泛开展缅怀革命先烈、弘扬红色
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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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寨战斗主题雕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