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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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处理决定
书》（琼国税一稽处〔2018〕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
一稽罚〔2018〕2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经检
查实地核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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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上述1份增值税专
用发票，进项税额145,299.87元，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2016
年2月应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经检查计算，你公司2016年12月
应补缴增值税91,095.9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追缴你公司应补缴增值税税款91,095.98
元，并依法加收滞纳金。限你公司自收到本《税务处理决定书》之

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
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你公司若同
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
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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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以海南省国家税务局为行政
复议被申请人，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
条的规定，你公司在无实际交易的情况下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
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发票，属于虚开发票行为，我局决定对你公司
虚开发票行为处以100,000.00元罚款。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到海口市国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
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
收到本《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以海南省国家税
务局为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自收到本《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
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
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3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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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号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现就“2018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活动”

执行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项目概况：本项目为“2018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活动执行”，活

动分为东、南、西、北四个片区，每个片区各招标一家企业来执
行。活动时间为2018年3月至2019年2月。执行项目包含：赛
事策划设计、推广、执行运营、参赛人员（裁判员、运动员、技术人
员）组织等项目的执行工作。

招标要求：（1）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良好的商
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
记录，具备资质，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在相应片区有
同类活动执行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2）具备大型赛事活动的设
计策划能力；（3）具备大型事活动推广运营能力；（4）具备体育总

局或中国田协认证的运营资质、获得过体育总局或中国田协颁发
的相关奖励，并有过运营国际级、国家级大规模赛事案例，有大规
模（2万人以上）路跑类活动案例的单位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 3月 12日至18日（工作
日），每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
间）报名，报名时需提交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
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投标文件递交
截止时间2018年3月19日17时（北京时间）。

报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三
楼专题部办公室

联系人及电话：吴女士 13976718048

2018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活动执行项目招标公告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关于2018“绿水青山 最美邮路”马拉松赛期间海口市部分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
2018“绿水青山 最美邮路”马拉松赛将于2018年3月11日

在我市举行。为确保比赛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将对比赛途经路线
分时分段实施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时间：
2018年3月11日08:00-13:00。二、管制（比赛）路线：恒大美丽
沙音乐广场起点处（起点）—碧海大道（东行）—海甸六东路与碧
海大道路口（折返）—碧海大道（西行）—恒大美丽沙音乐广场起
点处（终点）。三、注意事项：（一）在道路交通管制期间，管制区域
内只允许持有赛事专用车证的车辆和执行紧急任务的军警车、消
防车、医疗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外，禁止其他车辆通行，对于其它

各种车辆驾驶人和行人，按照道路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服从交警
指挥，严禁进入、横穿实施交通管制的路段。（二）在管制时间内，
市区前往碧海大道的车辆请选择避开比赛时间前往；出碧海大道
的车辆要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避免影响您的工作和生活。（三）
比赛路段禁止各种车辆停放，避免影响比赛正常进行。（四）比赛
期间，交通管制路段恢复社会交通时间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根据比赛情况决定，比赛沿线单位和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绕行线
路，以免影响出行。 (五)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2018年3月9日

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卫小
林 通讯员雷志）为欢庆“三八”国际妇
女节，一场名为“美满婚姻密码”的专
题公益讲座，今天在海南凤凰新华书
店海口解放路书城举行，来自海口各
行各业的50多个家庭听众来到现场，
共同聆听了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长薛
兴主讲的公益讲座。

据介绍，今天的活动也是海南凤
凰新华书店启动的又一个年度公益活
动——“孩子的守护者·父母课程”的
第一讲，这项公益活动是海南凤凰新
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与海南省心
理咨询师协会深度合作，为初为父母
的家长、或在孩子教育与陪伴过程中
有疑问的父母提供公益性答疑解惑的
一个平台，旨在让年轻的父母们通过
与专业人士的对话，发现自身在教育

孩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便更好地
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去理解、爱护孩
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今天的讲座上，薛兴从“成人之爱
的本质”“亲爱的別吵了”“爱的五种语
言”以及如何向对方表达感情等方面，
为家庭教育和表达爱心支招。

记者了解到，这项公益活动全年
将举办12期，每月固定在海口市解放
路书城二楼举行，每期将分不同的主
题，由省心理咨询师协会资深心理咨
询师主讲。该公益活动也是海南凤凰
新华书店继今年1月推出的助力我省
全民阅读的“凤凰悦读荟”公益朗读活
动之后的又一个年度系列公益活动，
旨在为读者搭建一个家庭教育、心理
咨询的专业平台，助力文明城市、幸福
家庭建设。

本报临城3月8日电（记者刘梦
晓 通讯员王逵 王强）为了庆祝“三
八”国际妇女节，今天上午，临高县临
城镇政府在临高县文化艺术中心举行
主题为“巾帼助力、乡村振兴”的广场
舞文艺汇演。

此次文艺汇演，临城镇各村（居）
委会精心编排了42支舞蹈参与演出，

舞出了临城镇广大妇女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和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助
力脱贫摘帽的信心和决心，汇演也吸
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欣赏。

据了解，临城镇还将举行“临城好
媳妇”“临城镇妇女先进工作者”评选
表彰等系列庆祝活动，以发扬传统美
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海南凤凰新华书店启动年度公益活动

“美满婚姻密码”讲座海口举行

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

临高举办广场舞文艺汇演

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卫小
林）随着印度电影的不断热映，我国
引进印度电影的力度也不断加强。
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又一部印
度电影《起跑线》确定引进，并定下4
月4日开画，目标是清明档期，我省各
大院线将与全国影院同步上映。

据介绍，《起跑线》由印度“60后”
著名男星伊尔凡·可汗和巴基斯坦

“80后”女星萨巴·卡玛尔领衔主演。
其中，伊尔凡·可汗是中国影迷非常
熟悉的印度男星，2008年就出演过奥
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2012年又出演李安执导的《少年派的
奇幻漂流》，同年出演《超凡蜘蛛侠》，

2015年又演了《侏罗纪世界》，2016
年出演《但丁密码》，他还是2014年
第8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男主角奖获
得者，在亚洲影坛可谓实力派演员。

记者了解到，《起跑线》主要讲
述一位印度服装店老板拉吉和太太
米塔为了让女儿皮娅接受更好的教
育，两人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当
他们费尽心机眼看着要把女儿送进
名校时，事情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
变化……表面上看，该片内容是一
个简简单单的择校故事，实际上由于
它对印度教育现实进行了深刻反映，
因而也被称为印度话题电影，2017
年 5月 19日在印度上映后，还曾引

发社会讨论。
我省院线业内人士

告诉记者，近两年来，印
度电影《摔跤吧！爸爸》
《神秘巨星》相继被引
进，而且分别拿下了12
亿多元和 7 亿多元票
房，目前还有印度片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
正在热映，这么多印度
电影受影迷欢迎，这在
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起
跑线》得以引进，正是印
度电影在中国越来越有
市场的结果。

又一部印度电影确定引进

喜剧片《起跑线》定下清明档

中英戏剧界开展新合作
《哈姆雷特》等3部莎剧年内上演

新华社伦敦3月7日电（记者梁希之）英国
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以下简称皇莎）7日在伦敦宣
布，将与中国合作制作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3
部经典莎士比亚戏剧。这3部戏剧采用皇莎审定
的新版中文译本，将于年内在中国国内上演。

皇莎艺术总监格雷戈里·多兰介绍，2018年
他们与中方合作制作《暴风雨》《第十二夜》《哈姆
雷特》3部莎剧新译本，这是继《亨利五世》《李尔
王》之后，皇莎再度与中国合作制作莎剧新译本。

据悉，本次推出的3部莎剧是皇莎剧团莎士
比亚舞台本翻译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一计划以
2023年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出版400周年为
期，旨在创作出一套适合戏剧化呈现，便于演员演
绎、普及观众欣赏的莎剧新译本。

此外，皇莎还开展了中国经典翻译计划，计划
将若干中国戏剧经典译成英文，并在英国排演，重
点征集莎士比亚同时期（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
话剧、戏剧、戏曲和故事等，目前已收到超过45部
中国经典作品的提名。

多兰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英中两国
文化界合作创作经典莎剧将是非常宝贵的经历，
通过讲述和分享彼此的故事，双方可以增进理
解。“在推进皇莎这两个翻译计划的同时，我们也
在不断发掘中国经典剧作厚重与灿烂的一面。我
对今年在中国制作的这3部莎剧充满期待。”

今年奥斯卡奖中，墨西哥导演吉
列尔莫·德尔托罗凭借电影《水形物
语》摘下最佳导演这一重量级大奖，
同时这部墨西哥导演的作品还获得
所有奖项中最有分量的最佳影片奖，
以及最佳原创配乐和最佳艺术指导
奖，成为当晚最大赢家。

从阿方索·卡隆捧回拉美裔导演
第一座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到亚历杭
德罗·伊尼亚里图连续两年拿下最佳
导演奖、一次摘得最佳影片奖，再到如
今德尔托罗夺得最佳导演与最佳影片
双料大奖，过去5年来墨西哥导演4
次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两次摘得
最佳影片奖，闪耀好莱坞星光大道。

《水形物语》被誉为“献给古典电
影的一封情书”，影片巧妙结合浪漫
主义、奇幻元素和冷战时期的特殊政
治氛围，讲述一名哑女与鱼人相恋的
另类爱情故事，触及种族、边缘人群
等社会议题。

中国电影资料馆策展人沙丹解
释说，讲述暗黑童话是德尔托罗电影
的特点之一，电影中常能看到种种利
用高技术的魔幻表达，具有鲜明的墨
西哥文化特色。他认为，墨裔导演善
于在影片中将本民族文化色彩与世
界性公共议题相结合，“这既为好莱
坞带来异质化元素，同时也易于为全
世界人民所接受”。

同为墨裔导演，德尔托罗、伊尼
亚里图、卡隆被好莱坞称为“墨西哥

三杰”，且私交甚笃。三人从上世纪
90年代起因供职于同一家墨西哥电
视台相识，参与、扶持彼此的职业生
涯发展。作为多年老友，三人不仅经
常聚会为对方作品提意见，还曾合开
影视公司，参与对方作品制作，在好
莱坞体系中独树一帜。三者虽然风
格各成一派，摄制题材也各不相同，
但均以浓墨重彩、纷繁复杂的镜头表
现力闻名电影界。

今年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当晚，除
了德尔托罗执导的《水形物语》外，展

现墨西哥亡灵文化的动画片《寻梦环
游记》荣获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原创
歌曲两项大奖，成就了名副其实的

“墨西哥之夜”。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统计，

2017年墨西哥电影共获得逾百项国
际大奖。墨西哥电影近年频繁走出
国门，在世界影坛屡屡摘金。英国广
播公司等媒体认为，这一趋势为墨西
哥电影上世纪40至50年代“黄金时
代”的复兴。 袁烨 吴昊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3月7日电）

墨裔电影人崛起

好莱坞或迎来“墨西哥时代”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白
瀛）作为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剧目，
《马向阳下乡记》8日在北京保利剧院
演出。该剧聚焦精准扶贫主题，讲述
了农科院助理研究员马向阳主动申请

到儿时生活过的大槐树村任第一书
记，克服种种困难，带领大家摆脱贫
困、走上了共同致富道路的故事。

据展演主办方文化部介绍，本次
展演的15台作品中，既有《马向阳下

乡记》《松毛岭之恋》《有爱才有家》《二
泉》《玛纳斯》《英·雄》《蔡文姬》《青春
之歌》《盐神》等文化部2017年“中国民
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重点扶持剧目，
也有《呦呦鹿鸣》《红色娘子军》等原创

剧目和《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洪湖
赤卫队》《星星之火》等经典剧目。

文化部称，这些作品展示了近年
来在“中国民族歌剧传承发展工程”的
带动下，民族歌剧创作和人才培养取

得的优秀成果，凸显了在新时代传承
发展民族歌剧的重大意义，并已在第
三届中国歌剧节上获得广泛好评。部
分作品还赴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
南、湖北、湖南巡演。

作为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剧目在京演出

歌剧《马向阳下乡记》聚焦精准扶贫

海外华文媒体眼中的藏区
摄影展在台举行

据新华社台北3月8日电（记者李慧颖 李凯）
“太震撼了，大家一定要去一次藏区，感受那里的神
奇美丽。”台湾新竹县产业总工会理事崔革风一边观
看“海外华文媒体眼中的藏区”摄影展一边感叹。

“2018海外华文媒体眼中的藏区”摄影展8
日在台湾新竹县新瓦屋客家文化保存区开幕，展
览分“冰封的乡愁”“众神的礼赞”“美丽的河谷”

“如歌的行板”四部分，展示藏区自然风光、民族文
化、宗教等题材的作品逾百幅。展览由台湾劳动
党和大陆的黄埔军校同学会共同主办。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展出的作品出自美洲、欧
洲、非洲、亚洲等数十家海外华文媒体的记者之
手。他们从2011年开始，走入西藏以及四川、云
南、甘肃、青海等地的藏区，用镜头记录了藏区旖
旎的风光、庄严的寺庙、风土人情以及人们丰富满
足的生活，多个角度呈现了藏区之美和日新月异
的发展变化。

据介绍，本次摄影展将持续至3月15日。

《水形物语》剧照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欧洲之旅在米兰收官

据新华社罗马3月7日电（记者李洁）2018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欧洲慰侨演出团6日晚在
意大利米兰结束了欧洲3国5城的最后一场演
出，在月亮剧场精彩收官。

在近3个小时的演出中，歌唱演员莫华伦、吕
薇、魏金栋等为观众献上多首广为流传的歌曲；二
胡演奏家邓建栋演奏《浏阳河》《赛马》等经典曲
目，带给观众高雅的艺术享受；杂技表演《晃管》的
惊险与幽默引来阵阵喝彩；魔术表演《变幻莫测》
还邀请观众上台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此次欧洲慰侨演出团由中国铁路文工团担
纲，于2月17日从北京出发，已先后在英国伦敦、
剑桥、曼彻斯特和法国巴黎进行了5场演出。

“从侨胞们的热情中感受到了他们对祖（籍）
国的眷恋。”回顾此次巡演的感受，邓建栋坦言深
受震撼，演出团不仅为侨胞带去了一场场精彩的
演出，也将中华文化的精髓在海外播撒出去，让更
多“华二代”和外国友人爱上中华文化。

观看演出的观众对艺术家的表演给予高度评
价。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会长李秀桐说：“演出团
为广大侨胞奉上精彩绝伦的艺术大餐，也带来了祖
（籍）国人民的亲切问候，让我们感到温暖和鼓舞。”

➡ 印度片《起跑线》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