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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 南 歌 洛 瑞 思 服 饰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C1WY01，法定代表人：黄志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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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现将《税务行政
处罚事项告知书》（琼国税一稽罚告〔2017〕18号）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经检查确认，你公司
未在工商登记、税务登记的生产经营地址实际经营，且你公司银
行账户没有任何资金的往来，你公司处于“失联”状态，被主管税
务机关认定为风险户管理。你公司接受泗阳县德美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2016年1月26日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发票代
码：3200153160，发票号码：10233174，金额：854,705.13元，税
额：145,299.87元），于2016年2月认证抵扣，上述发票属对方
税务机关发函“已证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九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以及《中华
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之规定，我局
拟对你公司的行为定性为虚开发票，处以100,000.00元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你公司在税务行政处罚
决定作出之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则视同放弃；你公司还
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书
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则视同放弃。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1月25日
联系人：王春、王烁晖；联系电话：0898-66792163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1室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8〕3号

(2016)琼0106执1139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1139号之二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2月27日上午10时至2018年2月28日上
午10时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下列财产:海南省
海口市滨海大道278号海口宝华海景度假花园7层819号房,建筑面
积:67.41m2,参考价:873634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咨询、展示看样
的时间与方式:自2018年2月5日起至2018年2月9日止接受咨询
(双休日除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2月28日前于淘宝网缴纳竞
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等费
用均由买受人承担。咨询电话:0898-66750636黄法官法院监督电
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1月23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受委托，兹定于2018年2月2日10时在本公司

拍卖大厅公开拍卖机动汽车13辆（详见《拍卖车辆

情况表》）。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

标的展示、缴交竞买保证金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2月1日12时止。

电话：（0898）66532003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80202期）

海南景康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锦澜上居”项目位于清澜
开 发 区 后 山 良 村 北 侧 地 段 ，国 土 证 号 为 文 国 用（2011）第
W0302839号，用地面积为2504.10平方米。现建设单位因人防设
计要求向我委申请调整地下室，具体调整内容如下：1.原批项目地
下室建筑面积为414.62平方米，现调整为679.81平方米；2.其他各
项指标、内容均保持不变。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
意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规定，现按程序
对该项目建筑方案调整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1月25日至2月8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
院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黄晓静。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锦澜上居”项目地下室
调整的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月25日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80202期）

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亚监管分局、三亚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三亚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委托，定于2018年2月2
日下午2:30在我司拍卖厅现状净价拍卖本田、尼桑、北京现代等12
辆旧机动车（资料备索），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

展示时间：2018年1月29-31日；展示地点：各单位停车场；报
名截止时间：2018年2月2日上午12点；报名地点：海口市国贸大
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室。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现状（含瑕
疵）净价拍卖，成交后按现状交付车辆，车辆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
办理，车辆所有违章罚款及过户过程所发生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2、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三亚监管分局的7辆旧机动车按现
状整体打包进行拍卖；3、拍卖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转为车辆过户保
证金，买受人须在拍卖成交之日起30个工作日办理完车辆的过户
手续。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2月2日12：00
前将竞买保证金转入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
账户，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龙珠支行，账
号：46001003536053001593，并凭缴款单据
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0898）68539322 1500898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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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03)海南农行：做三农领域最贴心的银行

(P02)券商股发威 沪指再刷两年新高

(H08)

(H01)海南中行：打造8家特色网点

(H12)
17家省属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25亿

海南互联网产业去年营收超550亿增30%

新华社北京 1月 24 日电 近年
来，我国网络游戏快速发展，内容形式
不断丰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广
大人民群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但
同时，网游市场也存在文化内涵缺失、
青少年网络沉迷、用户权益保护不力
等问题。针对这些网游市场“乱象”，
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文化部

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严格规范
网络游戏市场管理的意见》统一部署，
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机构加强网络游戏案件办理，保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取得初步成效。

据悉，文化部近期指导北京、黑龙
江、江苏、浙江、福建、海南等地查办网
络游戏重大案件15件。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和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机构严查网络游戏未经内容审
查备案就进入市场，保障游戏内容合
法性，严防网络游戏含有违反我国法
律法规的禁止内容；严查未要求网络
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
注册问题，避免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

戏，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严查以随
机抽取等偶然方式，诱导网络游戏用
户采取投入法定货币或者网络游戏虚
拟货币方式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
务，避免网络游戏用户不理性消费，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了解，下一步，文化部还将部署
各地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对辖区内

网络游戏运营单位进行全面排查，重点
排查未经内容审查备案的网络游戏、网
络游戏运营单位未落实网络游戏实名
注册、未实施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
未采取技术手段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游戏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加大案件
督办力度，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规
范网络游戏市场经营秩序。

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文化部门严查 违规经营

按照文化部督办要求，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
法总队对《龙纹战域》等多款网络游戏进行执法检
查，发现上海硬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存在国产网络
游戏在上网运营之日起30日内未按规定向国务院
文化行政部门履行备案手续；以随机抽取等偶然方
式诱导网络游戏用户投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方式
获取网络游戏产品；网络游戏运营企业未对用户使
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等违法违规行为，上
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依法责令上海硬通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改正，并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记者
叶昊鸣）记者24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
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8年度
考试录用公务员笔试成绩将于2018
年1月25日公布。考生可在中央机

关及其直属机构2018年度考试录用
公 务 员 专 题 网 站（http：//bm.scs.
gov.cn/2018）查询考试成绩。

据国家公务员局考试录用司负责人
介绍，今年划定合格分数线时，既考虑到

新录用公务员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又
兼顾了不同职位层次对公务员能力的不
同要求，对省级以上（含副省级）职位和
市（地）、县（区）级职位采取了分层划线
的方法，同时对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

区基层职位予以一定的政策倾斜。
对于公共科目笔试合格人数未达

到规定的面试比例的部分职位，中央
公务员主管部门将在2018年1月和5
月组织两次公开调剂。

据了解，今年中央公务员主管部
门根据《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
为处理办法》，对违反考试纪律的人员
进行了严肃处理，并将有关人员情况
记入了公务员考试录用诚信档案库。

1月24日，在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街头，
环卫工人喝上爱心企业赠送的腊八粥。

当日是农历腊月初八，各地爱心企业、志愿者
等为人们带来热腾腾的腊八粥，送上寒冷冬日里
的浓浓暖意。 新华社发（王健方 摄）

浓情腊八送温暖

文化部公布较为典型的 起案件

常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执
法人员登录“乐翻天游戏”网站进行
检查时发现，该网站经营了三款网络
游戏，且均未备案，常州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依法责令常州风云网络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改正，并给予当事
人罚款的行政处罚。

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执法人员
对“7637游戏网”进行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
司所提供的网络游戏中未要求用户使用有
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注册
信息，其行为违反了《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
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南京市文化广电新
闻出版局依法责令南京智力网络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改正，并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南京智力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未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
件进行实名注册案

厦门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
队执法人员执法检查时发现其未
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
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
注册信息，厦门市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支队依法责令厦门喵星科技
有限公司改正，并给予罚款的行
政处罚。

厦门喵星科技有限公司未
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
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案

根据12318文化市场举报平台线索，北京市文
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对手机游戏《仙剑奇侠传五》
进行了执法检查，发现其官网及相关页面都没有对
随机抽取概率进行公示，存在“以偶然方式诱导网
络游戏用户采取投入法定货币或网络游戏虚拟货
币方式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的违规行为，北
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依法责令北京金刚游
科技有限公司改正，并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按照文化部督办通知要求，海南省文化市场
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在执法检查时发现

《青云诀》手机游戏以随机抽取等偶然方式，诱导
网络游戏用户采取投入法定货币或者网络游戏虚
拟货币方式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海南省文
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依法责令海南元游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改正，并给予其罚款的行政处罚。

海南元游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随机抽
取等偶然方式，诱导网络游戏用户采取投
入法定货币或者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方式获
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案

2018年度“国考”笔试合格分数线划定

总分不低于85分
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45分

总分不低于90分
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50分

总分不低于85分，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45分

报考省级以上（含副省
级）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

总分不低于105分
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60分

报考市（地）、县（区）级
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

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
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15个
省区市）市（地）、县（区）级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

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
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招录职
位的合格分数线为：

总分不低于85分
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45分

非通用语职位的合格
分数线为：

总分不低于85分
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45分

特殊专业职位的合格
分数线为：

银监会、证监会和公安机
关人民警察职位的公共科目分
数线按照职位所属层级划定，
且专业科目考试不低于45分

上海硬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违规经营网络游戏案

北京金刚游科技有限公司以随机抽
取等偶然方式，诱导网络游戏用户采取投
入法定货币或者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方式
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案

常州风云网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国产网络游戏上网运营之日
起30日内未按规定向国务院文
化行政部门履行备案手续案

11 22

33 44 55 66

66

本
版
制
图/

孙
发
强

网游
中国成功救助一名

在西沙海域突发重病越籍渔民

1月24日，游客与迪士尼卡通形象“布鲁多”
扮成的“财神”合影。

当日，上海迪士尼乐园推出由迪士尼卡通形
象装扮的演员主演的“上海摇摆舞”，以迎接即将
到来的中国农历狗年春节。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上海迪士尼启动迎接
中国农历狗年春节系列活动

1月24日晨，快递员在圆通漠河加盟网点搬
运货物。当日，我国最北县城黑龙江省漠河县气
温达到零下44摄氏度。为了不耽误派件，圆通
漠河加盟网点的快递员天没亮就冒着严寒开始
工作。 新华社记者 王凯 摄

黑龙江省漠河
气温达零下44摄氏度

越南渔船向中国海警发出海上求救信号。
近日，一名越南籍渔民在西沙群岛西部海域

突发重病，接到通报后，中国海警、海军、海事、三
沙市政府多方联动，开展救援接力，成功救助患病
渔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