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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一、邀标单位：海南省岛东森林发展有限公司

二、邀标项目：防火牌工程

三、工程概况：本项目地点在东坡、五龙、宝邑、东风、昌茂山

和昌洒作业区，建设内容为防火牌工程，工程预算约为人民币

35.1万元，计划工期为60天，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四、投标人资格：具有房屋建筑或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含三级）以上资质，建造师三级（含三级）以上资质。

五、报名时间：2018年4月12日上午8:00至4月16日下午

5:00止。报名时请带上企业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

生产许可证、建造师资格证书（审核原件，留存盖章复印件一份）。

六、报名地点：海南省岛东森林发展有限公司，联系人：张先

生，联系电话：0898-63610656。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罚〔2018〕7号

海南茂源弘广告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4553061，法定
代表人:杨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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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一
稽罚〔2018〕7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处罚决定。2016年5

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期间，你公司没有发生实际业务往来，给
海南丰元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等9户企业开具海南增值税普通发
票共40份,金额合计3,407,370.89元，税额合计102,221.11元，价
税合计3,509,592.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经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确认，你公司上述
行为属于虚开发票行为，决定处以500,000.00元的罚款。

二、以上罚款金额共计500,000.00元。限你公司自本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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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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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自本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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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六楼8601室
联系人：褚利川 王舒苇
联系电话：0898-66791907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4月12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HN002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屯昌县屯城镇新建一路南
侧屯昌县饮食服务公司经济适用房六间临街铺面 。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二、本次挂牌竞价采用现场拍卖方式进行，以单间铺面为单
位依照上述顺序进行公开处置，每份竞买保证金60万元，可以竞
买任意一间铺面，竞得铺面间数以缴纳保证金份数为限。拍卖时间：
2018年4月26日10时整，拍卖地点：屯昌县财政局八楼会议室。

三、公告期：2018年4月12日-2018年4月25日
四、报名时间及地点：集中报名时间为2018年4月24日-

2018年4月25日下午5时（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屯昌县财政局4
楼国资办公室；公告期内也可到海南产权交易所办理报名手续。

五、保证金账户：单位名称：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账号：2201021519200214669。

六、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
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www.ggzy.hi.gov.cn）查询

七、联系方式
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0898-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徐女士，32855875张女士
海南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

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4月12日

序号
1
2
3
4
5
6

房号
A单元101铺
A单元102铺
B单元103铺
B单元104铺
C单元105铺
C单元106铺

建筑面积（m2）
159.02
159.02
157.28
157.28
173.31
160.23

挂牌底价（万元）
140
140
139
139
153
141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01-0129号
土地登记和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8]102号
陈加惠向我局申请补发不动产权证书业务。该宗地原位于琼山

市府城镇红城湖路，面积为262.78平方米。经调查，申请人陈加惠
持有的琼山籍国用(2001)字第01-012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
挂失。现我局通告注销该土地证，上述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局琼山分局提出书
面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该申请人陈加惠补发上述宗地的
不动产权证书。特此通告。

联系人:王承贵,电话:65923122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4月9日

海土资美兰字〔2018)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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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见报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海口市群上路1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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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夏女士 联系电话:0898-65361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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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4月8日

产权申请人
申请依据

申请土地面积
土地座落

土地权属证件
项目名称

原土地使用者

天津海得润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J001766号

77.63平方米
海口市美兰区五指山路18号
海口市国用(籍)字第G0411号

云星园别墅佳苑
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钻石花园住宅小区项目
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钻石花园住宅小区项目位于新大洲大道西侧，项目拟建7栋地
上5-20层商住楼。经海口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服务中
心核查，该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面积801.54平方
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要求，现按程
序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4月12日至4
月25日）。2、公示地点：海口城市规划网站（ghw.haikou.gov.cn）；
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规划建筑技术
审查处，邮编570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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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4月12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琼0106执1981号

林明清：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符晓雨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

一、海南方正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方正估房字[2017]第048号
《房地产估价鉴定报告》，该报告对位于海口市滨海新村491号省外
贸（集团）公司宿舍2-601房的房地产估价总额为人民币695900元。

二、本院（2016）琼0106执1981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书载
明：拍卖被执行人林明清名下位于海口市滨海新村491号省外贸
（集团）公司宿会2-601房（证号：81452）。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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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前所未有！

中国释放金融业对外开放强信号

保险业也迎来一大波实打实的开
放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
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
务；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
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
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今年年底
以前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前需
开设2年代表处要求。

“保险业的放开，促进保险市场的
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提高我国保险市
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从保险大国向
保险强国迈进。”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
究中心主任王绪瑾说，保险市场的完
善有助于保险发挥社会“稳定器”和经
济增长“助推器”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郭金龙认为，保险代理、
公估、经纪业务等本地特点比较强，内
资公司具有天然的竞争优势，而且这些

年内资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提
高，开放政策对行业的影响不会很大。

近些年，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分步骤取消外资在
财险企业中的持股比例限制，逐步取
消地域限制，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等，吸
引了一批外资险企进入中国市场。目
前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机构，在
我国设立了57家保险机构。随着我
国保险行业快速发展，更大程度的开
放已经成为现实需求。

记者从监管部门获悉，下一步，监
管部门将进一步优化准入政策，引入
更多优秀的境外保险机构；进一步优
化监管政策，鼓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
的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健康、养老、巨
灾保险等业务领域，参与保险经营新
模式的探索，参与保险行业的各项改
革等。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
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鼓励在信托、金融
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
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对商业银行
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
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上限……

“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由银行
扩大到几乎所有的持牌银行业金融机
构，既包括新设立的比如金融资产投
资公司，也涵盖即将设立的比如理财
公司，体现了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的全
方位开放。”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
究室主任曾刚认为。

除了放宽市场准入，中国还将大
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专家认

为，外资银行的分行和子行的业务范
围不同，这对不同类型的机构来说有
不同内涵，从大范围上来讲，之前外资
银行介入比较少的一些业务，比如债
券承销等有望放开。

曾刚表示，从放宽市场准入到逐步
放开业务准入，机构范围从银行扩展到
更多类型，这表明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
的速度、幅度和深度在不断提升。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外资的进入
放任不管，开放政策旨在实行内外一
致的监管规则，而不是对外资有特殊
倾斜。外资进入中国金融市场，依然
要满足金融监管部门的投资准入条
件，遵守业务经营的规则。”曾刚说。

11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
纲宣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10余
条举措之后，中国证监会随即宣布沪
港通、深港通每日交易额度扩大4倍。

“5月1日起将沪股通及深股通
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520亿元，沪港
通下的港股通及深港通下的港股通
每日额度分别调整为420亿元。”

业界认为，证券领域开放措施如
此迅速落地，折射的是中国金融业开
放的决心，彰显出中国金融对外开放
的自信和底气。

随着中国金融业开放路线图的
明确，证券业开放正在进入深水区。
一系列新动作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落
实：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
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
51％，三年后不再设限；不再要求合
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
证券公司；今年年底前，不再对合资
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11日表示，
证监会在积极推进“沪伦通”准备工作，将
与英方共同努力，争取2018年内开通。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将会同有
关部门研究推进QDII改革，根据国际
收支状况、行业发展动态以及对外投资
情况，进一步完善QDII宏观审慎管理。

中国资本市场近年来对外开放
步伐从未停顿。沪港通、深港通顺利
开通，境内交易所同“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交易所积极开展务实合作，A
股成功纳入MSCI指数，我国首个国
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正式在上海
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田利辉认为，证券业的进一步开放是
中国金融壮大的路径，也是实体经济
发展的抓手。扩大开放能够让内资
证券机构逐步增强国际竞争力，也有
助于引导更多的智慧资本服务中国
实体经济发展。

在 10 日的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
习近平明确提出，去年年底宣布的
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
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同时
要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
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
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
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11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
监会、国家外汇局等金融部门迅
速行动，开放的具体举措密集宣
布。中国金融业由此开启对外开
放的新篇章。

据新华社长沙4月11日电（记者柳
王敏）沿着长沙岳麓山羊肠小道拾级而
上，至麓山寺正门附近，一座汉白玉方形
碑塔立于眼前，青松翠柏掩映下的“蒋
公翊武之墓”六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

蒋翊武（1885—1913），汉族，湖南
澧州（今澧县）人，初名保勷，字伯夔。
我国近现代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活动
家，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组织、领导
者。孙中山曾评价他：“辛亥武昌发
难，以公功为冠”。

蒋翊武少时勤奋好学，天资聪颖，

“为人豪爽，洒脱不拘，关心国事，抱负
非凡”。1904 年，黄兴策划长沙起
义。蒋翊武积极参与密谋，并与刘复
基、梅景鸿等一道加入华兴会，配合副
会长宋教仁在常德联系学界、会党、巡
防营士兵等，集结力量，以谋响应。后
事泄失败，被学校开除学籍。

组织辛亥武昌起义，是蒋翊武革
命一生最突出的贡献。1909年，蒋翊
武投入湖北新军后，发起组建文学社，在
新军中发展会员，聚结力量，完成宣传、
组织、军事准备。1911年夏，他积极促成

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担任文学社社
长，被推举为武昌首义总指挥。起义前
夕，时任起义总参谋长的孙武在汉口试
制炸弹失事，武汉军警大肆搜捕革命党
人，形势相当危急，蒋翊武以总司令名
下达起义的十道作战命令，促使起义在
仓促爆发的情况下有序地走向成功。
其后，他又积极襄助莅临武汉指挥的民
军总司令黄兴。汉阳失守后，蒋翊武临
危受命，任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坐镇指
挥，在武昌保卫战中“却强敌，守危城”，
牵制了北洋军阀的精锐兵力，有力支持

了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
“中华民国”成立后，蒋翊武不以

“首义功臣”自居，创办《民心报》，监督
政治、关注民生。1913年，宋教仁在上
海火车站遇刺后，蒋翊武义愤填膺，奋
起抗袁，首倡“二次革命”，出任中华民国
鄂豫招抚使，以“取荆襄、捣武汉、进窥河
南”自任，联络东南各省共起讨袁。后遭
袁通缉，被迫亡命出走，8月29日路经广
西全州时被捕，对袁世凯的劝降利诱，坚
强不受，9月9日，在广西桂林英勇就义。

1921年 12月，孙中山北伐督师
桂林时，下令在丽泽门外树立蒋翊武
纪念碑，并亲笔题写“开国元勋蒋翊武
先生就义处”碑文，署“孙文敬题”小楷
和印章，以示敬重。

“首义功臣”——蒋翊武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蒋翊武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阿尔及利亚一军机坠毁
遇难者人数达到257人

4月11日，在阿尔及利亚北部布法里克，救援
人员在坠机现场工作。

据阿尔及利亚广播电台报道，一架阿尔及利
亚军用飞机11日早晨在阿尔及利亚北部布法里
克一军事基地附近坠毁，目前遇难者人数达到
257人，其中包括10名机组人员。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联合国4月10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
10日就美国起草的1份、俄罗斯起草的2份涉及
叙利亚化武袭击调查机制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3份草案均未获通过。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说，安理会在
谴责叙境内发生的化武袭击、要求建立新调查机
制、查明责任方面具有共识。安理会各方应保持
团结，以安理会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
织）作为处理叙化武问题的主渠道，通过协调妥善
解决问题。

安理会未通过美俄起草的
涉叙化武袭击决议草案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闫子敏）外
交部发言人耿爽11日说，中方宣布扩大开放的重
大举措与当前中美经贸冲突无关。中国扩大开放
不受外界干扰，外界也干扰不了。

耿爽说：“了解中国政府运作的人都应该知
道，出台如此众多的重大举措需要反复酝酿、深思
熟虑、周密安排，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作出决定。”

他说，中方一直在强调，我们将坚持对外开放
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中国开放的大
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
立场。去年的十九大报告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
对下一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工作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针对美国白宫发言人10日称，美方对习近平
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表态感到鼓舞，希望看
到中方采取具体行动，在此之前，美方将继续推进
加征关税措施，耿爽说：“我们希望美方认真研判，
作出正确而不是错误的选择。如果美方采取进一
步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进行
大力度反击。中国人历来说到做到。”

他表示，中方宣布的重大举措在国际社会引
发积极反响、获得广泛赞赏。许多外国领导人和
国际组织负责人都认为，中国的态度已经非常明
确了，现在该看美方的回应了。

外交部：

中方扩大开放
与中美经贸冲突无关

抢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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