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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8〕6号

海南桂丹阁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识别号：91460100MA5RFBJJ97，
法定代表人：黎秀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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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
税一稽通〔2018〕22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
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经调查确认，你公司存在如下违
法事实：你公司没有真实的业务发生，为此，你公司对外开具发票的
行为是虚开发票的行为。请你公司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后7日
内派人到我局核实。你公司有陈述申辩权，逾期不申辩将视为放
弃。如你公司认为对外开具发票的业务是真实的，你公司有义务提
供证据证明对外开具发票业务的真实性。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局
税务联系人：周向红、蒋丽 联系电话：0898-66792507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2月11日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何泽元（身份证号：512929196812261312）及配偶李树
萍（身份证号码：512929196405061321）：

根据借款人何泽元及配偶李树萍与我行于2014年12月23
日 签 订 的《个 人 购 房 借 款 及 担 保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8141216142002）、及2016年5月26日签订的《标准信用消费贷
款》（合同编号：8160526295008）我行已按约向何泽元提供贷
款，鉴于何泽元目前已违反《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第40.1.3
的规定，且我行已于2018年2月11日向你们正式公证送达了我
行《个人贷款催收通知书》，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款
提前到期（到期日为《海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
如下债务：所有贷款本金￥174,735.9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
（利息、罚息、复息计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法：截
止至2018年2月11日，借款人尚欠借款本金￥174,735.9元，尚
欠利息、罚息、复息合计￥2,438.41元；2018年2月11日至借
款人全部清偿本息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按借款人与我行
签订的编号为8141216142002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
定的方式计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8年2月11日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汪金凤（身份证号：312531196703090721）：

根据借款人汪金凤与我行于2013年8月19日签订的《个
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合同编号：100588041697），我行已
按约向汪金凤提供贷款，鉴于汪金凤目前已违反《个人购房借
款及担保合同》第38.1.9条的规定，且我行已于2018年2月
11日向你们正式公证送达了我行《个人贷款催收通知书》，至
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款提前到期（到期日为《海南
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如下债务：所有贷款本金
￥248,645.53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利息、罚息、复息计
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法：截止至2018年2 月
11日，借款人尚欠借款本息共计￥248,645.53元；利息、罚
息、复息共计￥67.69元；2018年2月11日至借款人全部清偿
本息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按借款人与我行签订的编号
为100588041697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方式
计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8年2月11日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任艳伟（身份证号：210521196212070760）及配偶张福
林（身份证号码：15280119630620851X）：

根据借款人任艳伟及配偶张福林与我行于2014年12月
25 日签订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8141218350007），我行已按约向任艳伟提供贷款，鉴于任艳伟
目前已违反《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第40.1.3条的规定，且我
行已于2018年2月11日向你们正式公证送达了我行《个人贷款
催收通知书》，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款提前到期（到
期日为《海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如下债务：所
有贷款本金￥547,372.22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利息、罚
息、复息计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法：截止至 2018
年2月11日，借款人尚欠借款本金￥547,372.22元，利息、罚息、
复息共计￥14,988.4元；2018年2月11日至借款人全部清偿本
息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按借款人与我行签订的编号为
8141218350007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方式计
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8年2月11日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王慧玲（身份证号：460033198610055746）：

根据借款人王慧玲与我行于2016年2月3日签订的《个
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合同编号：8160128240031），我行
已按约向王慧玲提供贷款，鉴于王慧玲目前已违反《个人购
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第40.1.3的规定，且我行已于2018年2
月11日向你们正式公证送达了我行《个人贷款催收通知书》，
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款提前到期（到期日为《海
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如下债务：所有贷款
本金￥428,750.00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利息、罚息、复
息计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法：截止至 2018
年2月11日，借款人尚欠借款本金￥428,750.00元，尚欠利
息、罚息、复息合计￥8,529.58元；2018年2月11日至借款
人全部清偿本息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按借款人与我行
签订的编号为8160128240031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方式计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8年2月11日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游春云（身份证号：413026197803250017）及配偶高俊
（身份证号码：41302619800626092X）：

根据借款人游春云及配偶高俊与我行于2016年4月27日
签 订 的《个 人 购 房 借 款 及 担 保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8160422769003），我行已按约向游春云提供贷款，鉴于游春云
目前已违反《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第40.1.8的规定，且我行
已于2018年2月11日向你们正式公证送达了我行《个人贷款催
收通知书》，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款提前到期（到期
日为《海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如下债务：所有
贷款本金￥190,295.97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利息、罚息、
复息计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法：截止至2018年
2月11日，借款人尚欠借款本金￥190,295.97元，尚欠利息、罚
息、复息合计￥699.34元；2018年2月11日至借款人全部清偿
本息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按借款人与我行签订的编号为
8160422769003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方式计
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8年2月11日

贷款提前到期公告
借款人赵志勇（身份证号：133023195704100034）及配偶蔡春
景（身份证号码：133023195710190021）：

根据借款人赵志勇及配偶蔡春景与我行于2017年3月17
日 签 订 的《个 人 购 房 借 款 及 担 保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8170316948012），我行已按约向赵志勇提供贷款，鉴于赵志勇
目前已违反《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第40.1.8条的规定，且我
行已于2018年2月11日向你们正式公证送达了我行《个人贷款
催收通知书》，至今仍未还款，现我行主张上述贷款提前到期（到
期日为《海南日报》刊登本公告当日），请立即归还如下债务：所
有贷款本金￥460,619.44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利息、罚
息、复息计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具体计算方法：截止至 2018
年2月11日，借款人尚欠借款本金￥460,619.44元，利息、罚息、
复息共计￥1,608.14元；2018年2月11日至借款人全部清偿
本息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息，按借款人与我行签订的编号为
8170316948012的《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的方式计
算）。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2018年2月11日

海口市三江农场的海口市三江农场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已完成施

工、监理开标、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确定：施工标一标：第一

中标候选人：海南省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

海南盛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吉安吉荣实业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施工标二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宏基晖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新坐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三

中标候选人：海南中明工程有限公司；监理标：第一中标候选人：厦门

港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郑州中兴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晨越建设项目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示截止日期为 2018年2月14日，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

招标人投诉，电话：65775365。

中标公示

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账户管理
及数据分析系统的单一来源采购公示

一、采购人名称：海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二、采购项
目名称：账户管理、数据分析系统。三、招标项目概况：主要包
括集团成员单位银行账户开户、授权、变更、销户管理及资金分
析、账户分析等功能。四、拟采用的采购方式：单一来源采购方
式。五、申请理由：现有业务运营系统由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
团）有限公司承建，已具有内部账户管理模块，本次是在此基础
上增加银行账户管理功能，为保证系统的延续性、兼容性、安全
性，避免重复投资建设，将以单一来源方式实施采购。六、指定
供应商：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七、其他事项：
供应商对该项目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及其理由和相关需求有
异议的，可以自本公示发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海
南农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审计稽核部提出意见。地址：海口市滨
海大道115号26楼。联系人：龚先生。联系电话：0898-68578035

项目名称：海南省军区三亚经适房小区零星收尾工程。招标
人：海南省军区保障局。代理机构：中航技国际经贸发展有限公

司。建设规模：本工程包含大门工程、1-4号电动车棚工程、挡土墙

及围墙工程、篮球场及羽毛球场雨水工程、南门道路及花坛工程，具

体详见施工图纸。招标范围：工程施工总承包，图纸和工程量清单

包含的全部内容。资格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以上资质，在海南省房屋建

筑工程全过程监管信息平台建立《海南省建筑企业诚信档案手册》，

2015年迄今承担过220万（含）以上房屋建筑建设项目（以签订合同

时间为准），项目经理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文件获取：有意者，于2018年2月12日至3月

1日在电子招标投标系统（http://zw.hainan.gov.cn/htms/login!

register.do）报名及下载招标文件。联系人：刘工68564213

招标公告

今日看点

大侃台■ 阿成

刚刚过去的转会冬窗期，阿森纳
成为了最引人注目的俱乐部，他们放
弃了一心要离队的“大腿”桑切斯，从
曼联得到“补偿”姆希塔良，之后又花
费5600万英镑从多特买来奥巴梅扬。
前场更换大将的枪手上一轮联赛5∶1
大胜埃弗顿，一度让人们看到了复苏
的希望。然而，枪迷们的兴奋期只维
持了一周，便被浇了一盆冷水，在2月
10日的北伦敦德比大战中，阿森纳客

场0∶1不敌宿敌热刺，又得遥望欧冠区。
客场1球小负英超六强之一的热

刺，比分上不算丢人，但对于阿森纳主
帅温格来说，却是一场完败，从战术布
置到临场应变，教授此役都彻底输给
了热刺少帅波切蒂诺。如果不是门将
切赫大发神勇，枪手可能早就被打花
了。6 对 18 的射门数，1 对 6 的射正
数，2对10的角球数，数据也表明枪手

只输一球实属幸运。
在积分榜上，此战过后阿森纳与

前四名欧冠区的差距扩大到了 6 分，
这还是切尔西和利物浦暂时少赛一场
下的差距。联赛还剩11轮，虽说理论
上枪手还有追赶的希望，但以他们时
好时坏、坏的时候似乎更多的表现，恐
怕铁杆枪迷都不抱希望了。但温格依
然嘴硬：“我们必须继续战斗，争取拿

回争四的机会。”这些年来，老教授的
执教水平和带队战绩在退化，只有脸
皮和嘴皮还保持着厚度和硬度。

阿森纳战绩下滑，以往还有俱乐
部不舍得花钱的借口，但本赛季，阿森
纳在买前锋方面就花费超过1亿英镑
（奥巴梅扬和 5260 万英镑的拉卡泽
特）。“鸟枪”换炮还哑火，温格得检讨
自己的战术是不是真的落伍了。无数

实战已经证明，与英超其余五强的主
帅相比，温格无论在战术革新度，还是
在比赛气质方面都处于劣势。人们常
说，一支球队的气质，很大程度上来自
主帅的气质。而教授已经68岁，要想
革新改变已经很难了。

换帅的话题一直没停过，而教授
凭着以往积攒的功绩和威望一直“赖”
着不走。据英媒报道，阿森纳很有可
能在本赛季末与温格协议解约。“老
本”总有吃完的时候，枪手换将还不
行，教练再不服再不舍也该放手了。

换将还不行，温格该放手了

足球冬训热身赛

海南队小胜沈阳城市建设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林永成）正在备

战中乙联赛的海南足球队，昨天在海南体育职业
技术学院体育场与来自北区的中乙球队沈阳城市
建设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结果以2：1获胜。

海南足球队目前正在为新赛季中乙联赛做准
备，考察新人储备体能是这个冬训的重要内容。在
与沈阳城市建设队的比赛中，多名试训球员均获得
出场机会。在比赛中，海南队开场4分钟便取得进
球。在沈阳城市建设队追平比分后，海南队又发动
攻势再进一球。最终海南队以2∶1获胜。在此前的
两场热身赛中，海南队两胜河北华夏幸福预备队。

据悉，海南队将于2月13日在海口桂林洋进行
春节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对手为淄博星期天队。

重庆举办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海南西盟队获U9组季军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8

天激烈角逐，2018年“鼎皇贺岁杯”全国青少年
足球邀请赛11日在重庆市涪陵区奥体中心结
束。海南西盟足球队获得了U9组季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32个城市和地区的107支球
队参加。赛事分为U7、U8、U9、U10、U11、U12、
U13、U15、U17共9个组别，设五人制、八人制、十
一人制。参加U9组比赛的共有20支球队，比赛分
为两个组。海南西盟队获得B组第二名，按照规
程，与A组第二名重庆市涪陵地区第六小学队争
夺季军。最终，西盟队2∶1小胜对手获得季军。

据新华社平昌2月11日电（记
者姬烨 王集旻 刘宁）突破和历史，无
疑将成为12日平昌冬奥赛场上中国
军团的关键词，中国U型场地队将在
预赛亮相。经过三届冬奥会的磨砺，
他们期待着实现奖牌零的突破。而中
国第一位闯入跳台滑雪冬奥比赛的中
国女子运动员常馨月也将正式亮相。

在女子单板滑雪U型场地预赛中，
中国队派出了刘佳宇、蔡雪桐、李爽、邱
冷四名高手出战。1992年出生的刘佳
宇17岁就拿到过世锦赛冠军，她在

2010年首次参加冬奥会就获得第四，
取得了中国选手迄今为止在该项目中
的最好成绩。四年前的索契冬奥会，她
因为失误最终仅名列第九。如今，刘佳
宇憋了一股劲要在平昌捅破窗户纸。

蔡雪桐在索契冬奥会上位居第
六，她在2015年和2017年两届世锦
赛上连续收获冠军，动作完成质量高
是其一大特点，不过在稳定性上还稍
有欠缺。而李爽和邱冷也曾获得过世
界杯分站赛的冠军，具备一定的实力。

然而，这个项目受天气因素影响

大，比赛偶然性高，且很多欧美顶尖
高手更多专注商业比赛，对世锦赛、
世界杯等赛事重视度不高，中国选手
想要在这个项目上实现突破，必须同
时兼顾难度和稳定性，甚至可能还需
要好运气的眷顾。

虽然无望夺牌，但常馨月在平昌的
每一跳都将创造历史。作为中国跳台滑
雪历史上第一位闯入冬奥会的女子运
动员，常馨月12日将正式在平昌亮相。

12日产生的8块金牌，有6块来
自雪上，两块冰上金牌出自花样滑冰

和速度滑冰。在11日的花滑团体赛
中，中国队以距离第五名8分的较大
差距无缘自由滑，加拿大、俄奥运选
手、美国、意大利和日本队则成功晋
级。12日的男女单自由滑和冰舞自
由舞中，这五支队伍将为本届赛事的
第一枚花滑金牌而战。

速滑比赛 12 日将进行女子
1500米项目的争夺。世界排名第一
的日本名将高木美帆是这个项目的
夺冠热门之一，中国选手田芮宁和郝
佳晨也将参加角逐。

中国U型场地队四女将亮相

CBA常规赛收官
马布里正式退役

本报讯 2月11日晚，CBA常规赛最后一轮
战罢。上海队击败青岛队后，搭上季后赛末班
车。CBA历史第一外援马布里在北控队与江苏
队的比赛结束后正式退役。

常规赛前十名为：广厦、辽宁、广东、山东、江苏、
新疆、北京、深圳、广州、上海。前十名进入季后赛，
其中第七名至第十名要打附加赛，争夺八强资格。

马布里此前已宣布本赛季打完后将结束自己
的职业生涯，北控队本轮与江苏队之战，成为马布
里的谢幕战。马布里率北控队以104：92获胜，
他得到20分，让自己的CBA总得分达到7001
分，正好迈过7000分大关。

从2010年到2018年，马布里先后效力山西、
佛山、北京和北控4支球队。在北京首钢队期间，
马布里迎来了自己在CBA的辉煌期，他四年内三
次带领球队问鼎总冠军，并在2014-2015赛季包
揽常规赛、全明星赛和总决赛MVP。 （小新）

据新华社平昌2月11日电（记
者姬烨 苏斌 耿学鹏）11日的平昌
冬奥会上，凤凰雪上公园的狂风没能
阻挡“00后”的横空出世。2000年6
月29日出生的美国天才选手雷·杰
拉德逆转摘得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

碍技巧金牌，成为冬奥会历史上首位
“00后”奖牌获得者。

决赛前两轮过后，杰拉德还只排
在12名选手中的第十，然而最后一
轮他拿下87.16分，实现惊天逆袭。
他在夺冠后兴奋地说：“这太疯狂了，
简直不可思议。现在我还在颤抖呢，
可能是冻的，也可能是激动的。”

还未满18岁的杰拉德，小时候
在自家后院苦练障碍技巧，曾在练习
过程中摔成脑震荡。不过一枚冬奥
金牌，加上载入史册的“00后”纪录，
让一切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与狂喜的杰拉德形成反差，中国
冰壶混双队的王芮/巴德鑫则遗憾地
无缘半决赛。11日上午的循环赛收
官战中，中国组合9：3击败挪威队。
不过两队在循环赛结束后战绩同为
4胜3负，需要通过附加赛争夺最后
一个半决赛席位。在附加赛中，中国
队以7：9告负。作为2017年世锦赛

铜牌得主，中国队原本有望在本届赛
事新设的混双项目中冲击奖牌，如今
无缘半决赛，令人遗憾。

花滑团体赛11日结束了全部四
个小项的短节目争夺，中国队以距离
第五名8分的较大差距无缘晋级自
由滑，不过总成绩第六已经比四年前
的索契提高了一个位次。

11日决出的七枚金牌中，有六
枚来自于雪上，仅有的一块冰上金牌
出自速度滑冰。在男子5000米比赛
中，该项目两届冬奥会金牌得主、来
自荷兰的克莱默成功卫冕，成为有史
以来第一位在冬奥会速滑同一个小
项上获得3枚金牌的选手。

冬季两项男子10公里短距离项
目决赛中，德国选手安德·佩弗尔夺
得冠军。越野滑雪男子15+15公里
双追逐比赛中，老牌劲旅挪威展现了
技高一筹的实力，他们包揽了这个项
目的前三名。

冬奥“00后”冠军迎风出世
中国冰壶混双惜别四强

惜败无缘四强，中国冰壶队队
员王芮泪洒赛场。 小新发

冬奥会历史上
首位“00 后”冠军
美国选手杰拉德在
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奖牌榜
（截至2月11日）

排名 国家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数

1 德国 3 0 1 4
2 荷兰 2 2 1 5
3 挪威 1 4 3 8
4 美国 1 1 0 2
5 奥地利 1 0 0 1
5 法国 1 0 0 1
5 韩国 1 0 0 1
5 瑞典 1 0 0 1
9 加拿大 0 3 1 4
10 捷克 0 1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