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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公告
海南福运祥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4553002,法定代表
人:罗五庭)：

我局现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国税八稽处﹝2017﹞12号）《税务行政
处罚决定书》（琼国税八稽罚﹝2017﹞7号）公告送达。经检查确认，你公司
于2015年6月至8月期间认证抵扣的89份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的购货人与各省海关协查回函中同票号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
购货人不一致。据此，我局认定上述89份缴款书是虚假的，你公司以89
份虚假缴款书申报抵扣税款11,686,167.36元的行为是虚开发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362号）第二
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38号）
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三十七
条、《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2012年第33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
条规定，我局决定追缴你公司少缴税款11,686,167.36元及滞纳金，并处
以50万元罚款。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美兰
区国家税务局将上述税款、滞纳金及罚款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
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税款及滞纳金的，我局将依法强制执行。你公司
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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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担保被税
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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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对处罚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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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自收到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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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将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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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203室；联系人：陈先
生左女士；联系电话：66161962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
2017年11月16日

琼国税八稽告﹝2017﹞11号
海口西海岸房地产项目

售楼部及样板房装饰设计招标公告
一、因业务发展需要，我单位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进行售

楼部及样板房装饰设计公开招标，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欢迎

有资质、有能力的设计机构来电联系报名。

二、报名时间：2017年11月16日-24日

三、报名时需提供的资料：法人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资

质证书（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以上证件核原件收盖公

章彩色复印件）

四、联系人：刘小姐 0898-66810879

一：因业务发展需要，此项目需要选聘招标代理机构，

内容详见招标文件，有意者请来电联系报名。

二、报名时间：2017年11月15日至17日

三、报名时须提供资料：法人授权委托书（附法人和被

授权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组织机

构代码证（副本）（若三证合一，则提供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副本），以上证件核验原件收盖公章彩色复印件。

四、联系人：唐工 15348819060

龙栖海岸项目选聘
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公告

我局正受理符小华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建证

字283号]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八所镇园林路，土地面积

为82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

为：东至符小华，南至公路，西至小路，北至公路，坐标为：J1

（X113994.901、Y20035.227），J2（X113993.154、Y20041.244），J3

（X113980.567、Y20034.473)，J4（X113984.138、Y20029.329）。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

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坐标图。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0月23日

受三亚市环境监察支队、三亚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广州甘蔗糖
业研究所海南甘蔗育种场、三亚海汽新起点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委
托，定于2017年11月23日上午9:30在三亚市解放二路汽车总站
二楼会议室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琼B25623尼桑、琼B22912别
克等14辆旧机动车（资料备索）。

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标的展示时间：2017年11月16-21
日；展示地点：各单位停车场；报名时间：2017 年 11 月 22 日
13:00-17:30；报名地点：三亚市解放二路汽车总站二楼会议室。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11月22日17：00
前将竞买保证金转入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帐
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龙珠支行，账号：
46001003536053001593，带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
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不接受现金或代缴。
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5008983855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711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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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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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火灾防范知识普及之七

家庭火灾防范家庭火灾防范（（之二之二））

火灾隐患火灾隐患：：

11.. 炒菜时炒菜时，，油锅受热起火是一种很正常油锅受热起火是一种很正常

的自燃现象的自燃现象，，食用油都有一定的自燃点食用油都有一定的自燃点，，随随

着油锅温度逐渐升高着油锅温度逐渐升高，，当油温达到自燃点当油温达到自燃点

后后，，不用明火引燃就会发生燃烧不用明火引燃就会发生燃烧。。

22.. 再来看再来看

看不同食用油看不同食用油

的燃点的燃点：：花生油花生油

是是445445℃℃，，芝麻芝麻

油是油是410410℃℃，，豆豆

油是油是460460℃℃，，菜籽油是菜籽油是446446℃℃。。

33.. 油锅一旦起火油锅一旦起火，，很多人会顺手抄家伙很多人会顺手抄家伙

灭火灭火，，情急之下甚至端水就浇情急之下甚至端水就浇。。但是但是，，油比水油比水

轻轻，，浮在水面上产生不了隔绝空气的效果浮在水面上产生不了隔绝空气的效果，，

还会导致油溅出伤人还会导致油溅出伤人，，更容易扩大着火面更容易扩大着火面

积积。。

44.. 另外另外，，水的沸点是水的沸点是100100℃℃，，起火的油起火的油

锅最低也有锅最低也有200200~~300300℃℃，，水倒入热油锅后会水倒入热油锅后会

迅速汽化迅速汽化，，体积迅速膨胀体积迅速膨胀，，蒸汽在腾起的同蒸汽在腾起的同

时时，，会把油锅里的油带到空气中会把油锅里的油带到空气中，，形成雾状形成雾状

的油滴的油滴，，油滴遇到火会迅速燃烧油滴遇到火会迅速燃烧，，助长火势助长火势。。

如何防范如何防范：：

11.. 起火后起火后，，用锅盖把油锅盖上用锅盖把油锅盖上，，锅里的锅里的

油火隔绝了空气油火隔绝了空气，，燃烧一段时间后就会自然燃烧一段时间后就会自然

熄灭了熄灭了；；火势不大时火势不大时，，可用湿抹布覆盖火苗可用湿抹布覆盖火苗；；

也可赶紧往油锅里放些青菜也可赶紧往油锅里放些青菜，，这会起到充分这会起到充分

隔绝空气和冷却的作用隔绝空气和冷却的作用，，油火会很快熄灭油火会很快熄灭。。

沙子和米等物也可起到类似作用沙子和米等物也可起到类似作用。。

22.. 食用油也可灭火食用油也可灭火，，因为倒入冷油可让因为倒入冷油可让

油温降到燃点之下油温降到燃点之下，，但一定要沿着锅壁缓慢但一定要沿着锅壁缓慢

倒入倒入。。

33.. 如果是用煤气灶做饭如果是用煤气灶做饭，，一定要关上开一定要关上开

关关；；如果是炭火如果是炭火，，应立即把锅端离火源应立即把锅端离火源。。处置处置

过程中过程中，，注意不要让油溅出锅外注意不要让油溅出锅外，，否则会扩否则会扩

大火势大火势。。

44.. 泡沫灭火器可以灭油锅火泡沫灭火器可以灭油锅火，，但是喷射但是喷射

的压力会造成热油四溅的压力会造成热油四溅。。

55.. 油锅火被扑灭后油锅火被扑灭后，，自然冷却至常温自然冷却至常温，，

再进行处理再进行处理。。如立即向热油锅中倒水如立即向热油锅中倒水，，油花油花

飞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飞溅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油锅

本报椰林11月 15日电 （记者
林晓君 李艳玫 通讯员陈思国）今
晚，“2017中国·陵水国际水上运动
季”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度假区
启动，未来5天，中国国家冲浪队及
超过20个国家的百位顶尖职业选手
将在此上演一场冲浪盛宴。

据介绍，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多
彩，形式新颖多样，涵盖了世界冲

浪巡回赛、水上运动系列表演及体
验、国际水域安全教育活动、“蔚蓝
力量计划”大型沙滩全民健身活
动、关注“来自星星的孩子”户外公益
活动等。

此次活动联合世界冲浪联盟
WSL，共同举办2017年世界冲浪巡
回赛亚太区联赛——JEEP海南陵水
国际公开赛。

“这是我第一次来陵水，这里非
常适合冲浪，是中国最适合冲浪的场
地。”WSL世界冲浪联盟亚太区域
总经理Steve Robertson说。

“本次活动将推动陵水水上运动
的普及推广，推动体育与旅游、教育
的深度融合，让更多的群众及游客感
受到水上运动的魅力和快乐。”陵水
黎族自治县副县长陈春梅表示。

陵水国际水上运动季启动

高尔夫三亚女子公开赛
明日在亚龙湾开杆

本报三亚11月15日电（记者孙婧）今天中午，
欧洲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2017三亚女子公开
赛在亚龙湾高尔夫球会举行开赛仪式。共有来自
28个国家或地区的126名选手参赛。11月17日，
总奖金30万欧元的三亚女子公开赛将正式打响。

三亚女子公开赛为54洞比杆赛，17日至19
日，选手们将进行三轮比拼。参赛选手中，有南非
球后李安-佩斯、中国新星林希妤、卫冕冠军素帕
玛等冠军热门争夺者。

三亚女子公开赛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办，由
欧洲女子职业高尔夫巡回赛、亚洲女子职业高尔夫
巡回赛、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巡回赛三方联合认证。

三亚海棠湾沙滩马拉松
2018年元旦开跑

本报三亚11月15日电（记者孙婧）记者今天
下午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四届三亚海棠湾“葛洲
坝·海棠福湾杯”国际沙滩马拉松赛暨第二届世界华
人沙滩马拉松赛，将于2018年1月1日鸣枪开跑。

本届沙滩马拉松赛地点选在海棠湾滨海沙滩
地带。赛事设置男子/女子10公里沙滩跑、3公里
健康跑（含亲子跑）两个组别，总奖金6.25万元，
冠军奖金1万元。

凡年满18岁的国内外华人跑步爱好者，均可以
报名参赛。可通过官方微信“三亚海棠湾马拉松”、
网络（组委会网站www.haitangbaymls.com）两种方
式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2017年12月13日。

中国足协五人制与沙足委员会
会议在海口召开

五人制足球申请进全运会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

五人制与沙足委员会2017年第二次会议14日在
海口结束。记者从会上获悉，中国足协正向国家
体育总局申请，将五人制足球赛列入下届全运会
竞技体育项目。

中国足协社会发展部主任罗钊说，中国足协
正向体育总局申请将五人制列入下届全运会竞技
体育项目，以推动该项目快速发展。

本次会议由海南省足球协会负责承办。据了
解，今年以来，海南省足协已举办3期五人制初级
教练员培训，本月23日至26日还将举办第4期培
训。今后还将在沙足教练员、裁判员等方面继续
开展培训工作。

据新华社福州11月15日电（记
者刘娟）2017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
15日进行了首轮角逐，林丹以 0：2
（19：21/16：21）不敌印尼20岁小将乔
纳坦·克里斯蒂，结束了本次征程。

这导致之前备受期待的第40场
“林李大战”落空，原本两人若前两轮
均顺利胜出，则将在四分之一决赛相
遇，现在这个“看一场少一场”的巅峰
对决场次只能暂时停留在39了。

赛后采访中，林丹坦言今天不在
状态，他说：“因为之前休息了将近一
个月，停了一段时间比赛，所以赛感
比较生疏。第二局受到上局领先时
没有把握好的压力以及风向等因素
影响，底线失误特别多。加上今天对

手打得也比较积极，所以没有对手做
得那么好。”

这是乔纳坦第二次战胜林丹，
他的世界排名为第17，比林丹落后
13位。赛后接受采访时他说：“比赛
开始时我握了林丹的手，他的手是
冰凉的，或许奥运冠军也会紧张
吧。今天赢下比赛的关键点我觉得
在第一局，如果林丹第一局赢了，会
让他更有信心。第二局他可能有点
着急了，所以失误也很多。但无论
如何，和林丹在他的家门口比赛，还
是让我很兴奋。我现在还不像林
丹、李宗伟一样是世界顶级球员，但
我也很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像他们一
样伟大的球员。”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爆冷门

林丹首轮出局 林李大战落空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北美
杯（NAC）钢架雪车比赛日前在加拿
大落幕，入选钢架雪车国家队的海南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运动员吴欣蔚代表
中国参赛，获得第六名。

吴欣蔚今年18岁，曾是海南体育
职业技术学院的田径短跑运动员。为
了备战2018年平昌冬奥会和2022年
北京冬奥会，中国雪车及钢架雪车国
家队于2015年下半年成立。2016年

9月，吴欣蔚和海南田径队队友胡慧
莹参加雪车和钢架雪车国家队运动员
测试选拔，两人凭借着出色的身体素
质在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入选钢架
雪车国家集训队。

经过一年的训练，吴欣蔚的技术
水平快速提升。此次随钢架雪车国家
队参加北美杯（NAC）比赛，吴欣蔚参
加的是单人项目，经过激烈竞争获得
第六名。

代表中国参加北美杯钢架雪车比赛

海南运动员吴欣蔚获第六名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第七届世
界传统武术锦标赛日前在四川省峨眉
山市落幕。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57
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名运动员前
来参赛。海南选派25名运动员参赛，

共获得了5金8银8铜的佳绩。
据了解，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每

两年举办一次，是一项全民参与的国
际赛事，为各个年龄段的参赛者提供
了不同的竞赛项目，旨在为所有传统

武术选手提供一个增进友谊、切磋技
艺和文化交流的平台。

本次比赛竞赛项目由个人项目、
对练项目、集体项目三大类组成，其中
个人项目分为传统拳术（太极拳类、南

拳类、其他拳类）和传统器械（单器械、
双器械、软器械）两大类。比赛分为境
内组和境外组，境外组吸引了56个国
家和地区、约1400名运动员参赛；境
内组则有来自全国 28 个省市区的

283支队伍、2400多名运动员参赛。
各单项各年龄组别，根据实际参赛人
数按一定比例录取获奖选手。

本次赛事由国际武术联合会、中
国武术协会主办。

第七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落幕

海南队收获5金8银8铜

在北京时间11月15日进行的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附加赛次
回合比赛中，澳大利亚队主场3：1击败洪都拉斯队，从而以总比分
3：1淘汰对手，连续第四届获得世界杯决赛阶段入场券。图为澳
大利亚队员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3：1击败洪都拉斯

澳大利亚挺进世界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