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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08执2122-2124号

海南深海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执行人黄雪静与你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三

案，本院作出的（2016）琼0108民初1668、1359、1358号民事判决
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限制高消费令，责令你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履行下列
义务：一、协助申请执行人将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儒教村南侧
深海城金江花园内地块编号为119、112、113、114、115、117、116
的宅基地使用权证办理至黄雪静名下;二、负担案件的执行费共计
人民币1500元；三、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13939元。将上述费
用缴入我院专门账户：收款账户全称：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账号：1010898690001757 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兴支行 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可视为送达。
如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二O一七年十月十日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7）琼0108执2122-2124号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黄雪静与被执行人海南深海股份

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三案。因被执行人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位于海口市美兰区
灵山镇儒教村南侧深海城金江花园内地块编号为119、112、
113、114、115、117、116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处置。如对上述
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
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
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
二O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各住户：
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规划改造项目是改善海府大院广大住户居

住环境的重大民生工程，是海南省委省政府关心干部职工，重视干部
职工住房问题的一项具体措施和实际行动。按照工作计划，海南省
机关海府大院规划改造项目已进入拆迁调查阶段。拆迁调查工作是
制定《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主要依据，是维护被拆迁房屋产权人合
法权益的重要环节，是确保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公平、公开、公正的基
本要求。为详尽调查登记各被拆迁房屋现状及产权人的安置需求，
加快推进海府大院规划改造工作，恳请各被拆迁房屋产权人积极配
合拆迁调查工作。现将有关拆迁调查工作事项通告如下：一、拆迁调
查范围。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规划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工程四至范围
为：东临琼苑北路，西临和平南路，南临海府路，北临文联路区域内
（具体按本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图为准）。二、拆迁调查事项。本项目
红线规划范围内涉及到产权人的建（构）筑物面积、结构、建筑年限、
公摊面积、地上/地下管线、安置房回购需求（内容包括：户型、面积、
结构）、被拆迁房屋价值评估等与大院规划改造相关的数据资料。
三、登记期限和注意事项。在拆迁调查范围内涉及到的建（构）筑物
的单位及个人，请在2017年12月5日正式入户调查前，准备好个人
身份证件、户籍材料、房屋所有权证件、营业执照等相关的合法证明
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待调查工作组入户调查时收集，以便进行产权核

对。地上及地下各种管线涉及单位请于调查之日起（一个月内），将
相关资料报送至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第一办公楼右侧服务大厅拆迁
调查登记处，违者后果自负。提交材料的方式可为：1.调查人员上门
调查时提供；2.预约调查人员上门收取；3.户主不在本地的，可委托代
理人办理登记手续；4.因故联系不上的，采取证据保全的方式进行调
查（其中包括四至户主签名确认：摄影、照像等形式）。四、实施单
位。本项目在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组织下由海南建设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委托海南隆冠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实施。五、有关注意事
项。在拆迁调查期间，项目红线规划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如不配合
调查工作，或在未获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切建筑行为、房
屋装修或改变房屋结构、用途的活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自
负。六、登记地点：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省委第一办公楼右侧服务大
厅拆迁调查登记处。通告发布之日起即视为送达，望各住户相互转
告，积极配合拆迁调查。

特此通告！
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7日

（联系人：征迁部 联系电话：0898-66978582）
（联系人：叶 明 联系电话：18689602312）

关于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规划改造项目拆迁调查的通告

12月1日起

水资源税试点扩至北京等9地

百姓生活用水会涨价吗？
——权威部门详解水资源税扩围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28日联合宣布，2017年12月1日起，北京、天津、山西等9省区市将
开征水资源税。从全面对矿产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征税，到迈出向水资源等生态资源征税的关键一步，
我国资源税改革的新举动释放出哪些信号？会影响哪些行业用水？百姓生活用水会涨价吗？针对社会
关注的热点问题，新华社记者28日采访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

河北试点水资源税改革一年多
来，地处华北地下漏斗区的邯郸市
自来水公司最明显的变化是，全市
70%的供水由原先的地下水源改为
南水北调的地表水。

“水资源税改革对超采区取用
地下水加倍征税，倒逼企业转变用
水模式。”河北省财政厅副厅长李杰
刚说，2016年河北省100多家城镇
公共供水企业由抽采地下水改为使
用地表水，全省地下水取水量较上

年下降6.6%。
12月1日起，按不同取用水性质

实行差别税额的水资源税改革将扩
至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河南、山
东、四川、宁夏、陕西等9省（区、市），
明确以水资源税取代水资源费。

根据三部门发布的《扩大水资
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改革后，
地下水的税额要高于地表水，超采
区地下水税额要高于非超采区，超
采区取用地下水税额加征1至4倍。

此外，对超计划或超定额用水
加征1至3倍；对特种行业从高征
税；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
用水、农村生活集中式饮水工程取
用水等从低征税。

“这些规定充分强化了水资源
税的杠杆调节作用，从而有效抑制
不合理用水需求，促进水资源节约
保护。”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
说，党的十九大对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推进绿色发展作出了战略

部署，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正是
贯彻这一精神的重要举措。

“水资源关乎国计民生、生态安
全。”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
司长蔡自力说，征收水资源税的主
要目的不是为了组织多少财政收
入，2016年新纳入试点9省区市水
资源费共计收入133亿元，税收收
入意义并不大，但生态意义、绿色意
义很大，以税收调节作用助推实施
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水资源税要大范围开征了，我
家水费要多缴了吗？”“以后浇地灌
溉，养猪养鸡，多用水要多花钱吗？”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对老百姓
生活带来的影响，无疑最受关注。

对此，王建凡解释说，征收水资
源税不会影响城镇公共供水价格。
目前，水资源费是城镇公共供水终
端水价的组成部分，实行水资源费
改税后，征收方式和税额标准基本
延续现行规定，不会影响居民和一

般工商业企业用水价格。
以北京市民家中的自来水缴费

单为例，居民水价由基本水费、水
资源费、污水处理费三块费用构
成，改革后水价标准不变，但缴费
单上列示的水资源费名目将不再
出现。

“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采
取差别征税政策，既抑制不合理
用水需求，又不影响社会基本用
水需要。”王建凡介绍，费改税后，

试点省份最低平均税额为，地表
水每立方米 0.1 元至 1.6 元、地下
水每立方米0.2 元至 4元，总体不
增加企业和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用
水负担。其中，缺水严重的北京
市，地表水和地下水最低平均税
额每立方米分别为 1.6 元和 4元，
为9省区市最高。

改革也保障农业生产的合理用
水。如对合理的农业生产取用水量
予以免税，超过限额部分从低征税，

不增加农民负担。同时，农村家庭
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
少量取用水等情况也纳入免税。

水利部水资源司副司长郭孟卓
说，我国农业生产取用水量大，农业
生产用水方式较为粗放，大水漫灌
现象普遍存在，不利于水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
生产取用水征税，希望能培养农民
的节约用水意识，促进转变农业灌
溉方式。

对取用地下水从高确定税额、
对特种行业取用水，从高确定税额、
对超计划（定额）取用水，从高确定
税额……办法亮出的严格税收举
措，将如何影响企业今后用水？

“水资源税改革绝非简单的税
费平移，否则试点没有意义。”王建
凡说，相比收费，税收更具刚性和约
束力，改革就是要让经济杠杆真正
发挥作用，倒逼高耗能企业节水，促
使洗车、洗浴、高尔夫球场、滑雪场
等特种行业转变用水方式，增强企
业等社会主体节水意识和动力。

记者了解到，在河北省地下水

严重超采区，如今工商业取用水单
位的税额标准最高为6元/立方米，
是原水资源费的3倍；特种行业取
用水最高税额标准达 80 元/立方
米，是原水资源费的40倍。

李杰刚介绍，改革后河北省钢
铁等高耗水企业加大节水投入，如
河北钢铁集团唐钢公司实现工业水
源全部改用城市中水，年可节水
1460万立方米。同时，部分地区特
种行业月均取用水量也较改革前下
降30%以上。

“毫无疑问，原先用水粗放的高
耗能企业和特种行业改革后用水成

本会上升。”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
长刘尚希说，企业心中要有一本“绿
色账单”，应以改革为契机，加快技
术创新提高用水效率、优化用水结
构，减少不合理用水，用绿色发展理
念指引企业未来发展。

此外，改革办法规定的诸多免
税情形也为企业转变用水方式提供
指引，如对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免
税、对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免税和
对采油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闭管
道回注的免税等。

王建凡表示，水资源税改革试
点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社会关注度

高。试点省份要及时制定改革具体
实施方案和配套文件，明确各类取
用水的具体适用税额，取用水量核
定办法，农业取用水限额，地下水超
采区、严重超采区范围，自备井关停
办法等政策措施。税务与水利部门
要做好征管准备工作。

他表示，下一步，将及时总结评
估试点实施情况，充分考虑地区间
的差异性，进一步完善水资源税制
度，条件成熟后择机在全国全面推
开水资源税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11月 28日电
记者 韩洁 郁琼源 胡璐）

水资源税之后

下一个征税的
自然资源会轮到谁？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28日联合发文，宣布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围，并表示试点旨在为全面推开改革积累经
验，待条件成熟后择机在全国全面推开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北京 天津 山西 内蒙古 河南 山东 四川 宁夏 陕西

等9省（区、市）

也将纳入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用税收杠杆抑制不合理用水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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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采区加倍征税 | 税收利剑倒逼绿色用水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2017年8月28
日，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原
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阳进行组织
谈话，调查核实其涉郭伯雄、徐才厚等案问题线
索。经调查核实，张阳严重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
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接受组织谈话期间，
张阳一直在家中居住。11月23日上午，张阳在
家中自缢死亡。

张阳自杀身亡

11月28日，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犯罪嫌
疑人被押解下飞机。在公安部的组织指挥下，黑龙
江省、市、区三级公安机关联动，转战多个省份，捣
毁6个以商务咨询公司为掩护的诈骗犯罪窝点，抓
获涉案人员234人，成功侦破了公安部督办的哈
尔滨市“2017.11.6”系列诈骗案件。 新华社发

黑龙江警方打掉特大诈骗犯罪团伙

制图/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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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
要举措，2017年12月1日起，水资源税
改革范围将从一年半前率先试点的河
北省扩大到北京等9个省区市，这意味
着头顶“绿色”标签的资源税改革再次
阔步向前。

为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遏制资
源乱挖滥采，早在1984年，我国开始对
境内从事原油、天然气、煤炭等矿产资
源开采的单位和个人征收资源税。此
后资源税的改革范围逐步扩大，改革品
目不断增加。至2016年7月1日，资源税
从价计征改革全面推开，新增对铁矿、金
矿、石墨、海盐等21个税目由从量定额改
为从价定率计征，对未列举名称的其他金
属矿和其他非金属矿的大多数矿种，也
全部实行从价计征。

在诸多资源中，水资源无疑是我
国严重短缺的产品和制约环境质量的
主要因素。我国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2.8万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
界平均水平的28%，尤其华北地区供
需矛盾较大，地下水超采总量及超采
面积占全国二分之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
快资源税改革”“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
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党的十九大
进一步提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资源。财政部明确
表示，待条件成熟后，择机在全国全面
推开水资源税改革。继水资源之后，还
有哪些自然资源会纳入试点范围？

事实上，早在2016年5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资
源税改革的通知》就明确提出，要逐步
将其他自然资源纳入征收范围。鉴于
森林、草场、滩涂等资源在各地区的市场开
发利用情况不尽相同，对其全面开征资源
税条件尚不成熟，各地区可以结合本地实
际，继续探索对森林等自然资源征收资源税
的政策。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据新华社长沙11月28日电 28日上午，湖
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彭宇华、
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公开宣判，认定彭宇
华、李明哲均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彭宇华有期
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判处李明哲有期徒
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彭宇华、李明哲当庭
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5月，被告人彭宇
华在湖南省长沙市创建“两岸牵手”QQ群，宣扬
颠覆国家政权思想，发展成员。同年9月，被告人
李明哲加入，并逐渐成为骨干成员。同年11月，
彭宇华将“两岸牵手”更名为“围观中国”。在与李
明哲等人沟通后，彭宇华制定了近两万字的“梅花
计划”，确立了建立政党、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
的终极目标，提出以网络为载体，建立覆盖全国的
五级架构、2017年达到100万成员的阶段目标。
2012年11月23日至25日，彭宇华召集史旭鹏、
叶阳聪（均另案处理）等人在湖北省武汉市开会，
确定成员分工，由彭宇华任执行经理，李明哲任执
行副经理。2012年12月初，“围观华南”QQ群成
立，李明哲先后担任该群的管理员、群主。2013年
以后，李明哲等相继筹建多个QQ群组，成员最多
时达2000余人。彭宇华、李明哲通过QQ群等撰
写、转发诋毁、攻击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文章、书
籍、视频等，煽动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两名被
告人利用创建的QQ群，有针对性设定“围观”主
题，组织群成员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炒作。李明哲
还多次前往内地城市，参与当地群成员等人聚会，
散布抨击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并通过
QQ空间、“脸书”、微信等社交网络平台，煽动他人
颠覆国家政权，并明确表示不排斥“暴力革命”。

2013年下半年开始，被告人彭宇华因与被告
人李明哲等人产生矛盾等原因，逐渐淡出“围观中
国”“围观华南”系列群。2014年2月以后，彭宇
华停止了对相关QQ群的维护和管理，放弃了“梅
花计划”的推广和实施。

公诉机关指控彭宇华、李明哲犯颠覆国家政
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
立。彭宇华、李明哲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并当庭认罪、悔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彭
宇华中止犯罪行为，依法应当减轻处罚。根据彭
宇华、李明哲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
的危害程度，作出上述判决。

彭宇华、李明哲颠覆国家
政权案一审公开宣判
二被告人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