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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招商公告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一期厂房及厂区土地，厂区占地 63 亩，厂房建筑面积 10512

平方米，其他建筑1500平米，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
社新闻大厦 12 楼经管办领取该项目的相关资料。咨询电话：翁先生：手机号码：13322095818
李先生：手机号码：13807598528 韩先生：固定电话：0898-66810056 手机号码：15208958697

关于公开征集海南省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
合作投资机构的公告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海南省媒体融合发展投资基金

合作投资机构的通告》已在海南省财政厅官网和南海网发

布。请符合条件的投资机构于2018年1月20日前，按照通

告要求提交申报材料。

特此公告。

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海南省财政厅

2018年1月9日

海建集团办公地址变更公告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地址由海口

市白龙南路43号海建大厦迁至海口市龙华区

世贸北路1号海岸壹号佳景国际10层。联系电

话：0898－66716536。

特此公告。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8年1月9日

保亭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限期缴纳\\解缴税款通知）
保亭地税第三分局通〔2018〕001号

公司：保亭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035747784990

你公司未申报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合计31798.66元（属
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根据《海南省财政
厅 海南省地方税务局 海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海南省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琼财非税
〔2016〕1489号) 第二十八条规定，限你公司在 2018年1月12
日前到我局办税服务大厅缴纳。

你公司对本通知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通知不服，必
须根据本通知的期限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应的纳税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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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日依法向海南省保亭县地方税务局或保亭县保城镇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

保亭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2018年1月8日

保亭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应纳税额核定通知书
保亭地税第三分局核通[2018]003号

公司：保亭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035747784990

因你公司未申报缴纳2017年11月属期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523971.43 元，教育费附加 314382.86 元，地方教育附加
209588.57元，土地增值税39674915.58元，印花税110034.00
元，税款合计40832892.4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第五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第四项之规定，你公司共欠缴税款
40832892.44元，滞纳金另行计算。

本通知于送达之日起执行。
你公司对本通知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通知不服，必

须先根据本通知规定的期限缴清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相应的纳
税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
确认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保亭县地方税务局或保亭县保城镇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保亭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2018年1月8日

保亭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应纳税额核定通知书
保亭地税第三分局核通[2018]002号

公司：保亭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460035747784990

因你公司未申报缴纳2017年10月属期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90916.76元，教育费附加54550.06元，地方教育附加36366.70
元，土地增值税4294558.32元，印花税19092.52元，税款合计
4495484.36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
五条第五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
十七条第四项之规定，你公司共欠缴税款4495484.36元，滞纳金
另行计算。

本通知于送达之日起执行。
你公司对本通知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通知不服，必

须先根据本通知规定的期限缴清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相应的纳
税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
确认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保亭县地方税务局或保亭县保城镇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保亭县地方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2018年1月 8日

海口海事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本院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0）龙民二

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书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海口
办事处与被执行人海南鄂海实业公司借款纠纷一案。由于被执行人海南
鄂海实业公司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15年9月
16日作出（2015）琼海法执恢字第57号执行裁定，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南鄂
海实业公司名下的位于海口市金盘工业开发区内3272.45平方米的土地
使用权【海口市国用（籍）字第Q0296号】。近期内，本院将依法对上述土
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
物的权属有异议者，应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
出，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一八年一月九日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74号 邮编：570208
联系人：雷鸣 联系电话：0898-66253787

（2015）琼海法执恢字第57号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7〕3083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
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
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通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
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14楼）办
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
无异议。联系电话：68512605

产权
申请人

海南琼府
青年实业
四川农垦
海南公司

申请
依据

海口市房权
证海房字第
HK463443
号

土地
坐落

海南琼府
青年实业
四川农垦
海南公司

申请土
地面积

276.86
平方米

土地权
属证件
海土资
籍 字
（2017）
537号

项目
名称
琼花
别墅
小区

原土地
使用者

海南琼
府青年
实业公司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27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七稽告[2018]03号

海南万京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324022652，法定代
表人：管自福）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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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税文书采用其它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七稽
事通[2018]01号）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我局对你公司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 5月31日的涉税情况
进行了检查，发现你公司有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现通
知你公司于2018年1月31日前来我局对涉嫌虚开发票的违法事实
予以核实确认，你公司有义务向税务机关提供证据证明其业务的真
实性，也有义务就其主张提供证据。逾期未来核实确认，或未能提供
相关证据，我局将按有关规定处理。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
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
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国税大厦8501
联系人：谢先生；联系电话：66264713

二O一八年一月八日

中国人民银行约谈支付宝和芝麻信用

众多APP疯狂索取用户隐私目的何在

1月3日，支付
宝开放年度个人账
单查询之后，芝麻
信用“搭便车”让消
费者“被选择”授权
获取个人信息的事
实在网上曝光。随
后，中国人民银行
约谈支付宝和芝麻
信用。近日，关于
一些 APP 过度索
权和个人金融信息
安全的话题成为舆
论焦点。

记 者 调 查 发
现，为了收集用户
信息，在大数据时
代占据市场先机，
一些 APP 过度索
取消费者权限的情
况近乎“疯狂”，相
关法律和监管滞
后。

“大数据时代，没人知道哪些
数据会成为未来商业发展的重
点，所以，拥有足够多的数据才是
重点。搜集的数据越多，营销价
值就越大。”一位从事互联网营销
的业内人士一句话点破了其中奥
秘。

互联网从业人员叶先生对自己
安卓手机上安装的109个应用进行

了统计，104个APP都有“读取已安
装应用列表”非强制性权限，由此可
以了解用户的行为习惯及分析同行
情况；第二受关注的权限就是“读取
本机识别码”，这是用于确定用户，
因为每个手机识别码都是独一无二
的；第三是“读取位置信息”权限，有
80个APP需要这一权限，可搜集用
户的活动范围。

记者搜索了应用商店10款排名
靠前的“手电筒”软件，除了相机权限
外，绝大部分都要求用户放开存储、
位置信息、电话等，还有1款要求开通
访问通讯录的权限。

DCCI 互 联 网 数 据 中 心 发 布
的《2017 年中国 Android 手机隐
私 安 全 报 告》显 示 ，非 游 戏 类
APP2017 年越界获取的各种隐私

权限显著减少，但核心隐私权限
中的越界获取“通话记录”和越
界“读取彩信记录”出现较大幅
度增长。

“从行业看，都在尽一切可能收
集用户信息。”移动互联网系统与应
用安全国家工程实验室高级安全研
究员朱易翔指出，本质上就是一些
APP开发商没底线。

搜集的数据越多，营销价值就越大

采访中，不少专家表达了对信息
安全的忧虑。他们认为，目前我国个
人信息数据的法律保护存在三方面
问题：

——法无“明”权，保护零散。我
国目前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
始终是依附在隐私、网络安全等领域
进行保护，尚未形成法定的独立权
利，这直接导致相关保护规范力度不

足，措施不够。“大多是概括性、原则
性的规定，执行力非常缺乏。”中国政
法大学法学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法
律研究中心主任汪庆华说。

——侵权普遍，维权困难。有专
家形象地将目前消费者个人信息被
侵犯的环境比喻为“温水煮青蛙”。
在企业大量不同程度地违法采集使
用个人信息的环境中，消费者不但难

以知晓有哪些规范能够支持自己维
权，甚至都难以知晓自己已被侵权。

——一些“实名制”规定有漏
洞。汪庆华认为，目前，各种“实名
制”相关规定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地
方的规定甚至成为授权企业过度采
集信息的合法依据。

“越是大的平台、知名的公司，就
越需要珍惜用户，保护和捍卫用户的

个人信息，经合情合法授权利用，是
一个企业不可动摇的理念。”中国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生活服务电商分析
师陈礼腾表认为，掌握大量原始数据
的企业，更应自觉承担起保护个人数
据的责任，“APP中包含了用户诸多
隐私信息，若不能好好保护反而‘偷
偷摸摸’获取更多信息，将极大影响
用户的使用安全感。”

个人信息数据保护面临三大挑战

汪庆华认为，虽然我国已经有多
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个人信息和
与互联网相关的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但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需要确立一
个和其他人格权区分的个人信息权，
在立法层面将原本分散的保护规定
整合起来，建立起专门的保护机制。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李旻认为，支付宝年度账单默认勾

选协议这类现象的发生不是偶然。
“从用户服务协议的签订是否在醒目
位置明示、协议内容是否合法合规等
要素看，电商立法势在必行，以进一
步完善平台条款的合法性，理清用户
与平台的法律关系。”

此外，强化对巨头企业行为合法性
的行政监管非常重要。尤其是针对消
费者被侵权，但尚未察觉损失的情况，

要有针对性地对企业展开检查，建立适
当的个人信息侵权行为行政处罚机制。

1月2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江苏省消保委诉百度涉嫌违法获取
消费者个人信息及相关问题正式立
案。“发展公益诉讼，塑造社会在个人
信息领域维权意识，支持各地消费者
保护协会代表消费者维权有积极的
作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未来法

治研究院研究员熊丙万表示。
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赵

占领说，虽然管理诸多应用程序不太
现实，但监管部门可以从应用商店入
手，通过管平台来间接管应用，加强
应用商店的审核标准，不断改善应用
过度索取用户信息的情况。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刘
开雄 周琳 杰文津 魏董华）

建立适当的个人信息侵权行为行政处罚机制

新华社天津 1 月 8 日电 （记
者周润健）行星冲日一直是每年
天象的重头戏之一，它也将为公
众带来欣赏该行星的有利时机。
天文专家介绍，2018 年，火星、土
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五大行
星将轮番上演“冲日”大戏，其中，
时隔 15 年后，火星再次迎来“大
冲”，值得期待。

行星冲日是指该行星和太阳正
好分处地球两侧，三者几乎成一条
直线，此时该行星与地球距离最近，
亮度也最高，是观测的最佳时机。

天文预报显示，五大行星冲日
日期分别是：木星5月9日、土星6月
27日、火星7月27日、海王星9月8
日、天王星10月24日。

“火星冲日观测效果最佳。这
是继2003年后，火星迎来的又一次

‘大冲’。”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
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介绍说，当
地球在远日点附近而火星在近日点
前后发生冲日时，就是所谓“大
冲”。冲日时的火星，距离地球最近
大约6000万千米以内，最远可达1
亿千米以上。“火星大冲15年到17

年发生一次。”
天文专家表示，火星“大冲”是

观测火星的最佳时期。届时，橙红
色的火星将是高悬子夜中天的一颗
耀眼“明星”。太阳一落山，它即从
东南方向升起；至次日早晨，太阳从
地平线上升起时，它才从西边落下，
人们可通宵观赏火星神奇而迷人的
风采。

史志成提醒说，除肉眼观测外，
用小型天文望远镜还可观测到火星
表面的颜色变化和两极的白色极
冠。

2017年“扫黄打非”
十大数据发布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史竞男）全国
“扫黄打非”办公室8日公布2017年度“扫黄打
非”工作十大数据。一年来，各地各部门紧紧围绕
迎接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工作主线，深入开展系
列“扫黄打非”专项行动，重拳打击各类非法出版
活动、网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假媒体假记者
假记者站及网上网下侵权盗版活动，取得了显著
成效。

2018年五大行星轮番“冲日”
时隔15年后，火星再次迎来“大冲”值得期待

A

B

C

3090 万件——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

出版物3090万余件，文化环境明显净化。

455万条——全国“扫黄打非”部门共

处置网上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455万余条，
网络空间进一步清朗。

10300 起——全国共查处各类“扫黄

打非”案件10300余起，有力震慑了违法犯
罪分子。

12.8 万个——对网络加强日常监管，

对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全国“扫黄打非”
部门共取缔关闭淫秽色情等各类有害网站
12.8万个。

12.1万件——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联合举报中心共接到群众举报12.1万件，从
中查获一大批重点案件，人民群众的积极参
与和支持，给予“扫黄打非”强大力量。

300个——全国开展“扫黄打非”进基

层示范点创建活动，确定首批示范点300
个，涵盖街道社区、乡村、学校、企业等类型，
有力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560个——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

合中央多部门组成督查组，对各省（区、市）
工作开展4轮全面督查、7轮暗访检查，共发
现并督促各地整改问题隐患560余个。

147 起——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联

合公安、版权等部门，对147起重点案件进
行挂牌督办，严格证据获取，严格办案期限，
严格追究违法单位和个人法律责任。

1900 人——一大批存在涉“黄”涉

“非”行为的单位及个人被立案查处，1900
余人受到刑事处罚。

1730万件——“4.26”世界知识产权日

前夕，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组织举办
2017年全国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集中销
毁活动，共销毁盗版音像制品、盗版图书、盗
版电子出版物及非法报刊1730万余件，展
示了我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盗版
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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