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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陵水英州万福渔家农家乐不慎遗
失海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18张，发
票代码：4600162320，发票号码：
14632166-14632183，声明作废。
▲甘玲女士遗失海南雅航旅游置
业有限公司开具的三期低层住
宅-四孖屋A-46号房收据，遗失
收据编号：雅航0018069，特此声
明作废。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南尚腾广告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 税 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税 号:

460100798723282，现声明作废。

▲杨博文遗失海南雅航旅游置业

有限公司三期2号楼2904号房编

号为雅航0020369，雅航0020370

的收据两张，声明作废。

▲海口美仁之堂大药房不慎遗失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

豪苑支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6440201声明作废。

▲海口美兰青义酒行遗失营业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460108600193556，声明作废。

诚邀专业团队合作与加盟
“优客赢家”是广州优客赢家众创
空间股份有限公司专门提供线下
共享办公及配套服务，线上项目信
息交流及竞标平台。目前优客家
（海口站）引进岛内外知名土地规
划、城乡规划、建筑设计、工程咨
询、土地房产评估、测绘等资质企
业及品牌，诚邀海南区域优秀专业
团队、资深专业人士加盟、专职或
兼职市场人员、运营总监、站长、招
商专员。
地址：国瑞城铂仕苑北座601室
联系人：唐先生 18608952669

广告

工行海口国贸支行荣获
“2017年度中国银行业
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王培琳）近日，中
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国贸支行营业部受到中国
银行业协会通报表彰，荣获“2017年度中国银行
业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称号，成为海南银
行业荣获此项荣誉的两家网点之一。

据介绍，这一荣誉称号的获得是该行全体员工
将“客户为尊，服务如意；员工为本，诚信如一”的十
六字服务文化理念，贯穿于服务客户的行动和服务
品牌的打造，努力拼搏、不断追求卓越的体现。

一直以来，该行优化空间布局，通过设立智能
服务区让客户获取更便捷优质的电子银行服务体
验；通过创新机具配备、商品展示、场景体验等方
式设立工银百货国贸店，让客户清晰感受融e购
商城网上购物的丰富、便捷和安全；通过开展多种
节庆营销活动，打造优质服务品牌。

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提升文明规范服务水平，
以更优质、更高效的服务来回报大众，回馈社会。

南方航空2017年运送
海南旅客840万人次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楚洪雨 陈佳薇）2017 年 12 月 31 日晚，南航
CZ6766航班和CZ6639航班相继安全抵达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和三亚凤凰国际机场，这标志着南
方航空海南分公司海口、三亚基地圆满完成2017
年安全生产任务，实现第25个安全年。据悉，
2017年南方航空在海南运输进出港旅客840万
人次，2018年这一数字有望增至1000万人次。

据统计，2017年，南方航空在海南累计安全执
行航班5.5万架次，运输进出港旅客840万人次，
同比增长约13.7%。刚刚过去的一年，该公司不断
优化国际、国内航线网络布局，新开通了多条航
线，使南航在海南执行的进出港航线增至62条。

“新的一年，南航海南分公司计划引进运力3
架次，到2018年年底，南航海南分公司执管运力将
达到36架次。”南航海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新
的一年，南航将继续加大对海南航空市场的运力投
入，为海南通往世界搭建便捷的“空中桥梁”。

■ 本报记者 丁平 通讯员 陈德君

2017年12月31日一早，琼海市
地方税务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室主任杨
颖令办公室的灯又亮了。熟悉杨颖令
的同事何书良告诉记者：“杨主任又来
加班了。”

杨颖令刚生小孩不久，正在休产
假。怀孕初期，医生多次提醒她要休息
好，按时注射黄体酮保胎，但杨颖令仍
坚持工作，有时忙得忘记注射黄体酮，
身体多次出现不适。后来，在医生的强
令下，她只得住院保胎。

何书良感慨：“杨主任住院，我们
还担心有些工作不会做，但是她用微
信联系指导，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虽然现在是同事心中的业务能人，
但杨颖令2011年刚到征收管理室时，也
曾面对纳税人的问题支支吾吾无法解答。

杨颖令大学所学的专业是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隔行如隔山，刚到单位
报到，杨颖令对税收征管工作几乎一
无所知。

为了适应新角色，她把每天的休
息时间缩短至5个小时，每天下班之
后一头扎进书本里，狠补税收征管知
识，阅读了《征管法》《中国税制》等许
多财税书籍。“有时候，做梦都会梦到
工作。”杨颖令回忆说。

凭着这股拼劲，她很快就对各项
税收政策烂熟于心。从 2012 年到
2016年间，杨颖令从科员晋升为副主
任、主任，成为公认的基层业务骨干。
征收管理室向来都是各项税收征管改
革的排头兵，在5年的时间里，作为征
收管理室主要负责人，杨颖令经历了
各项重大税收征管改革工作的挑战。

2012年6月，电子档案全省推广工

作在琼海市地税局试点。电子档案试
点工作最基础最重要的是原始档案的
整理分类扫描录入。很长一段时间内，
琼海税收征管档案的管理模式十分单
一落后，普遍存在“麻袋档案”的情况。

琼海市地税局作为电子档案的试
点单位，近10万份的历史档案资料需
要实现“麻袋档案”到电子档案的跨
越，巨大的工作量让很多人望而却
步。杨颖令和同事们默默地接过档案
整理分类工作，从霉味刺鼻的麻袋中，
一份一份把票据、文书取出来，分类整
理扫描。

在她的带领下，档案室仅用一年半
的时间就完成所有原始档案的整理，
完成了7.8万余份档案的扫描任务。
在完成档案整理后，她来不及休息，又
带着一名技术人员在3天时间内完成
了全局15个部门电子档案设备的调试

和安装。在她的不懈努力下，电子档案
应用推广试点工作在琼海获得成功。

2015年8月，琼海市地税局启动
了“金税三期”工程上线工作。作为牵
头单位的负责人，杨颖令白天奔波处
理“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工作，下班后
和同事写方案，讨论业务需求，演示培
训PPT，整天泡在办公室里。“最紧张
的时候，她连续7天没有睡过一个完
整觉。”同事陈柏伊回忆说。

因在“金税三期”系统上线工作
中表现出色，杨颖令被省地税局评为
金税三期上线先进个人。

2016年5月1日，我省全面推行
营改增。在“营改增”工作过程中，杨
颖令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敏锐地发
现了一个问题：营改增后，纳税人只
在国税机关申报《外出经营活动情况
申报表》，可能造成随增值税、消费税

征收的附加税费、企业所得税的漏
征、延迟征收。为了堵住这个漏洞，
杨颖令多次带人到琼海市国税局沟
通协商，经过努力，优化《外出经营活
动情况申报表》，新增了地税机关签
章确认的流程。纳税人到琼海市国
税局申报，由国税局核实纳税人是否
存在未办结事项后，再由地税局对申
报表及相关资料进行核对，为地税部
门核实相关项目缴税情况提供了主
动权，加强了税源管控，提高了税收
征管效率。这一举措，为琼海市地税
局增加税款68.25万元。

杨颖令的奉献和创新得到了组织
的认可，2017年1月，她被国家税务
总局评为“全国税务先进工作者”；
2017年2月，她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评
为“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本报嘉积1月1日电）

琼海地税干部杨颖令投身税收征管工作，先后获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等荣誉

“拼命三娘”用柔肩挑大梁

海南“首届腾讯王卡杯
王者荣耀争霸赛”火热开战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杨艺华）近日，海
南首届腾讯王卡杯王者荣耀争霸赛在海口日月广
场全面“开战”，各路神级电竞玩家齐聚比赛现场，
引爆竞技热血与激情。

据了解，本次比赛采用最直接的“5V5王者
峡谷对战”模式，每支战队由5名成员组成，以淘
汰赛的方式进行公平竞技。经过前期多轮招募，
共有上百支战队报名参加比赛。

本次赛事由中国联通海南省分公司主办，为
了让选手们获得酣畅淋漓的比赛体验，比赛统一
使用了腾讯王卡作为比赛指定用卡。腾讯王卡是
腾讯公司与中国联通共同推出的全国范围内使用
腾讯系应用微信、QQ、王者荣耀等超百款APP免
流量的手机卡，全国用户已经超过了5000万。

本周前中期
全岛天气总体较好
后期多阵雨天气 气温回升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员许
嘉 翁小芳）2017年在上周的冷空气中收官，新的
一年，新的一周，本周琼岛天气如何？记者今天上
午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本周前中期全岛
天气总体较好，后期多阵雨天气，气温逐日回升。

陆地方面，预计2日-5日，受偏东气流影响，
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多云到阴天，局部地
区有阵雨，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内陆
地区16-18℃，沿海地区19-21℃；最高气温逐日
回升，3-5日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2-24℃，西
部和南部地区25-28℃。

6日-7日，受南支槽影响，全岛大部分地区
有小阵雨，北半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全岛最低
气温20-23℃；最高气温6日22-26℃，7日升至
25-29℃。另预计，3日-4日南海南部海域有热
带扰动活动。

本报椰林1月1日电（记者李
艳玫 通讯员符宗瀚）今天上午，陵
水黎族自治县首家大型室内海鲜广
场——疍家风情千人海鲜广场在椰
林镇中心农贸市场开业，为市民游
客增添了一处在县城区域内品尝疍
家海鲜的好去处。

据介绍，该海鲜广场总建筑面
积约为6000平方米，集海鲜销售、

加工和粤式早晚茶于一体，可容纳
近1500人就餐。目前共设有12个
海鲜加工厨房、8个特色小吃店和一
个粤式早晚茶自助点餐区。

该海鲜广场内，疍家人物风景
照和特色装饰品营造了浓郁的疍
家风情氛围，新鲜的海鲜、当地特
色小吃、粤式点心等美食吸引了不
少消费者前来体验品尝。“这里环

境非常好，东西好吃又实惠，最主
要的是干净卫生，让人吃得放
心。”市民王娟说。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鲜广场的开业，不仅能吸引游客，
带动经济发展，还能促进就业。此
外，该广场产生的餐厨垃圾等污染
物都将得到合理处置，将有效助力
当地的“双创”工作。

陵水首家大型室内海鲜广场开业
可容纳近1500人就餐

“鸟飞人”迎新年

1月 1日，万宁石梅湾，航空
爱好者正在参加第八届中国鸟
飞人大赛竞技，用独特的飞行方
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据了解，该项赛事一共有两
类评判标准，竞技类比赛的衡量
标准是：通过选手驾驭不凭借任
何外力的飞行器，看谁滞空时间
最长、飞的距离最远，考验飞行器
的制作和选手操纵技巧水平；意
趣类比赛的评判标准是：通过选
手与飞行器融为一体的表演，诠
释主题创意展示智慧，看谁的作
品立意反映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主
题，给观众留下的印象最深。

中国鸟飞人运动自2004年举
办首届赛事以来，历经13年发展历
程，至今已成功举办七届赛事。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1月1日讯（记者郭
萃 通讯员王健）记者从海口市公交
集团获悉，在海口市政市容委、交
通、供电、环卫等相关部门的协力推
动下，今天海口市九中、明珠广场、
钟楼、一中、友谊商场共5个公交站
点的公交电子站牌正式“上岗”。出
行群众可通过电子站牌查看所搭乘
车辆的发车状态或距离本站的站
数，获取时政、娱乐资讯。

据了解，此次建设的公交电子

站牌按工业标准设计，具备良好的
抗干扰能力和自恢复能力，采用的
是立式 55寸户外触摸显示屏，借
助全球卫星定位导航技术（GPS）、
交通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T）、
4G视频技术以及语音通信技术，
大大提升了公交站点的智能化服
务水平。群众在候车过程中，可以
通过电子站牌的LCD公告屏获悉
所搭乘车辆的发车状态或距离本
站的站数，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计

划，通过电子站牌的LCD液晶屏，
观看时政新闻、娱乐节目、气象信
息、旅游线路、日期、政府公告等内
容，充实等待时间。

海口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车辆的定位数据还在与电子站
牌对接中，目前正在进行数据调试，
待调试工作完成后电子站牌即可正
式启用。下一步，海口公交集团将
尽快实现公交电子站牌的全市覆盖
建设，方便市民游客出行。

海口5站点公交电子站牌投入试用
可获取车辆状态和时事资讯

本报海口1月1日讯 （记者郭
萃）今天上午，在海口秀英港1号码
头水上飞机临时起降场，2架赛纳斯
208-675型水陆两用飞机各载7名
游客从停靠点缓缓驶出海口湾，标志
着海口水上飞机空中游览航线开通
试运营。试运营期间，有2条观光线
路可供市民游客选择。

据了解，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与幸福运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经过一
年筹备，于去年7月在海口开展了水
上飞机验证飞行，10月开展了体验
飞行，在获得了民航局专家验收和相
关单位批准后，在今天完成了海口水
上飞机空中游览观光航线试运营的
首飞。试运营投入使用的赛纳斯
208-675型水陆两用飞机机长12.7
米、翼展15.9米，可载客7人。

海口水上飞机试运营首飞
两条观光线路供市民游客选择

空中瞰海口观光线，市场定价1468
元/位，试运营期间推出体验优惠价398
元/位，体验飞行20分钟，分为两条线路：

A线：秀英港——万绿园——白沙门
——新埠岛——万绿园——秀英港

B线：秀英港——万绿园——白沙门
——五源河森林公园——火山口——五
源河森林公园——秀英港

每天航班飞行运营时间为10：00至
15：30，可在海口秀英港1号游艇码头水
上飞机起降点现场购票

试运营期间
提供2项旅游产品

私人订制包机
路线，在允许飞行
的空域线路内，根
据客户需求私人订
制飞行体验路线，
包机可提前预定，
随定随飞，航班飞
行运营时间为08：
30至17：30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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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作废声明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以下简称“我单位”）特别声明：因内部管理需要，原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票据合同专用章和原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零售授信合同专用章（贰枚印章
均为2017年6月5日启用，发文字号：民银琼发［2017］52号）自登报之日起作废。自登报之日起，任何加盖上述
印章的合同及其他文字材料等，我单位不予认可，因此造成的不良法律后果我单位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声明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8年1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