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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2018)琼01执79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7) 琼01民初327 号民
事判决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1月15 日立案执行申请
执行人孙晓月与被执行人陈小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在执行过
程中，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1月30日作出
(2018)琼01执79 号执行裁定，查封登记在海南泰日晖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名下、备案在陈小鹏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村
国贸城市花园小区A2座(幢) 7(层)706房[不动产证号为：琼
(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15454号，合同备案号：00051878]，
本院拟对上述房产进行处置，如案外人对上述房产权属有异议，
或者案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
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房产。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一八年四月四日
本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正义路8号 邮编：570206

联系人：吴清川 联系电话：0898-66761501

武汉市广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是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溪头村等6个村民委员会。你司于

2012年分别与我们签订了6份《土地租赁合同》，约定你司租赁我
们的2092亩土地用于常年种植蔬菜及经济作物，租赁期为2012年
6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2012年半年租金为450元／亩，
2013年租金为950元／亩，以后每年租金在上年租金基础上递增
50元／亩。合同签订后，你司在海口设立全资子公司海南广地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海南广地”）履行上述《土地租赁合同》。

《土地租赁合同》中约定，你司应于每年3月31日之前向我们
支付当年土地租金，逾期60日未支付的，我们有权单方解除合
同。时至今日，你司未向我们支付2017年的土地租金；同时，你司
租赁土地长期闲置。你司及海南广地已经严重违反了上述《土地
租赁合同》的约定。因此，我们已于2017年9月13日向海口市秀
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上述《土地租赁合同》，现法院

已经下达判决书予以解除。为此，望你司及海南广地在公告之日
起的7日内向委托人支付2017年的土地租金、复耕费、公益赞助
费等，并加计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并请你司及海南广地在公告之
日起的15日内（国家法定春节假日不包括在内）自行清除土地上
属于你司的附着物，否则，我们将代为清理，并保留向你司及海南
广地追索清理费用的权利。

特此公告！
公告人：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溪头村民委员会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东苍村民委员会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紫罗村民委员会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马坡村民委员会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文塘村民委员会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建丰村民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关于追缴土地租金并清理地上附着物的公告

海 南 浩 盛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090549207W，法定代表人：郑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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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事
项告知书》（琼国税四稽罚告〔2018〕1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
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国税四稽罚告〔2018〕1号）主
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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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规定，我局拟于2018年5月14
日之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将你公司违法事实告知如下：(一)
2015年6月，浩盛公司从广州时讯贸易有限公司取得34份增值税
专用发票（开票内容：手机及配件），金额2,672,325.04元，税额
454,294.96元，价税合计3,126,620.00元；(二)2015年9月，浩盛
公司从梅州市东恒药业有限公司取得3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
内容：酒、糖）,金额3,470,028.32元，税额589,904.68元，价税合
计4,059,933.00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已于当月全部申报抵

扣进项，存在进销不匹配、未付款或支付的货款已100%回流。
一、我局对你公司违法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之
规定，对你公司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发票的
行为，拟处以500,000.00元的罚款。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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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若拟对你罚款2000元（含2000元）以上，拟对你单位罚款
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公司有要求听证的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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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不提出，
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国税大厦6楼8604房
联系人：葛兆波、袁旭 联系电话：0898-66792157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四稽告字[2018]1号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一稽告〔2018〕13号

海 口 华 康 达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589282329X，法定代表人：叶保均)：

因在税务登记经营地址未找到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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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检查通知书》（琼
国税一稽检通一〔2018〕42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一稽通
〔2018〕37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潘科、褚利川等人，自2018年3月16日起对
你（单位）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
局提供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
增值税申报表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8年4月13日
联系人：潘科、褚利川；联系电话：0898-66791907；联系地址：

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1

根据《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247
号）第二十九条（一）项的规定，下列宗地存在超过约定动工开发时间期满
两年未动工开发的情况，属于应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闲置地，经乐东黎
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决定依法无偿收回下列闲置土地的使用权。

本机关依法送达《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请下列权利人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30日内，到乐东黎族自治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注销登记手续，交回土地权利证书。逾期不履行义务的，将直
接公告注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和土地权利证书。对本决定
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序号
1
2
3
4

权利人
海南蓝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乐东太阳城置业有限公司
乐东太阳城置业有限公司
乐东太阳城置业有限公司

位置
尖峰镇

乐东县佛罗镇
乐东县佛罗镇
乐东县佛罗镇

面积m2

26666.8
38666.67
200001

126666.73

土地证号
尖峰国用（1994）字第637号
佛罗国用（1999）字第145号

佛罗国有（2001）42号
佛罗国有（2001）43号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送达《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公告

特此公告。
（联系人：邢云，电话：18508935488）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4月13日

关于公开征集施工企业的公告
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有意与我部长期合作的施工企业，建立

施工企业数据库。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承担范围：50万元以上工程建设项目。
二、申请条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房屋建筑、市政公用、

通信、化工石油、机电安装、公路、装饰装修、机场场道等专业单项
或多项三级（含）以上总承包或专业承包资质；非“三资”企业；近
三年内，在军地无违规违纪行为；具备在海南、广东、广西、湖南省
的施工能力。

三、提交材料：1.介绍信及授权委托书原件；2.公司简介；3.营业
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4.近3年施工业绩；5.荣誉
证书等其他资信文件复印件；6.股东或出资人信息；7.承担项目造价
区间及地域意愿说明；8.提交的所有材料需装订成册并加盖公章。

四、申请时间及联系方式
申请时间：2018年4月16日至20日
联系人：闫助理
联系电话：0898-36510656、13518881870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中沙路18号40号信箱；邮编：571122。

中国人民解放军92830部队保障部
2018年4月11日

新华社马德里4月11日电（报
道员谢宇智）凭借最后一分钟的点球，
西甲球队皇家马德里11日晚在欧冠
四分之一决赛中以4：3的总比分惊险
淘汰意甲豪门尤文图斯，晋级四强。
而比赛中的这记关键点球也在赛后不
可避免地成为双方争议的焦点。

比赛进行到补时阶段，卢卡斯·巴
斯克斯在禁区内被贝纳蒂亚从身后踢
倒，当值主裁指向点球点，尤文图斯门
将布冯因为抗议裁判的这一决定而被
红牌罚下，C罗则为皇马打入了这记
决定胜负的点球。赛后，布冯言辞激

烈地对裁判表达不满：“我当时站得很
近，和裁判们一样。我认为如果你在
93分钟吹罚一记点球，你根本不是
人，而是个杀手，是个动物，你的胸腔
里没有心脏，只有垃圾桶。”

尤文主帅阿莱格里则更为温和地
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他透露自己当时
和来到场边的拉莫斯起了一些争论：

“他对我说这是一个明显的点球，我用
一种玩笑式的方式回应他说，这是个
灰色的点球。我不知道裁判应不应该
吹罚点球，但这么说来，之前在首回合
时，第92分50秒时夸德拉多原本也

应该能获得一个点球的。”
皇马阵营则有着截然不同的看

法。制造点球的巴斯克斯说：“那就
是一记点球，C罗把球传给在点球点
附近的我，我正要射门，对方的中卫
过来把我放倒了。这一判罚不存在
争议。”

皇马主帅齐达内则表示：“当时我
没看清，大家告诉我那是个点球。既
然裁判这么吹了，结果不能改变。”他
还强调：“我自己从来不在裁判的问题
上纠缠。有时候我有一些质疑裁判的
机会，但我没有这么做。”

总比分4：3淘汰尤文晋级欧冠四强

皇马绝杀球惹争议

■ 阿成

北京时间4月12日凌晨，欧冠四
强全部产生，四强阵容为皇马、拜仁
和前一日晋级的利物浦、罗马。四强
之中不见巴萨和曼城，这两队可是长
时间高居本赛季欧冠夺冠赔率前两
位的球队，如今，这两支夺冠大热门
一齐倒在四强门外。

曼城出局在首回合0：3输后就成
大概率事件了。不过，他们次回合开
场2分钟就进球，一度点燃逆转的希

望。但最终还是被利物浦再胜一
场。总比分1：5，曼城惨淡出局。加
上联赛，利物浦对本赛季曾经势不可
挡的曼城无情“三连杀”。有时候你
不禁感叹运气弄人以及质疑判罚不
公，要是席尔瓦的中柱射门向内偏一
点点，要是萨内的破门被判有效，曼
城的结局或被改写。而皇马主场被
尤文连进三球扳平总比分，却在终场
前获得争议点球惊险晋级。

巴萨被淘汰可谓惊天大冷门，他
们首回合主场4：1获胜，却被罗马主

场3：0逆转。欧冠历史上，首回合客
场落后三球或以上，次回合主场成功
逆转的情形仅发生过两次，上一次正
是巴萨上赛季创造的诺坎普奇迹，他
们在客场0：4落后大巴黎，回到主场
6：1逆转。仅从比分上看，巴萨上赛
季的逆转更惊人，但从实力对比上
看，罗马此次逆转更神奇。

巴萨和曼城是当下传控足球的典
型代表和扛旗者，他们的出局，也是传
控足球遭受的重击。当然，偶尔的失
利并不能证明传控足球落后了，甚至

都不能说遭遇危机。相反，传控足球
依然是当下先进的引领潮流的足球技
战术，巴萨和曼城也以国内联赛等战线
上的傲人战绩证明着这一点。但是，欧
冠的失败至少说明了，传控足球存在软
肋，而这些软肋正遭受对手的攻击。

传控足球在高位逼抢主导进攻
之下，如何在攻防转换中弥补后防的
漏洞，始终是需要解决的矛盾。只不
过，多数时候因为对手疲于防守，巴
萨、曼城等豪门的防守漏洞被“掩盖”
了。传控足球的软肋，还有一个关键

词正是“软”——球风偏软，传控技术
流尽显华丽优雅，但硬朗和血性不
足。对手的反击，专攻传控足球的这
些软肋。利物浦以其著名的“快打旋
风”让曼城跟不上节奏。罗马的致胜
法宝，正是巴萨一贯忌惮的高强度逼
抢和高空球定位球。

没有绝对完美的技战术，再先进
的技战术也需要不断改进。而在欧
冠等顶尖的对决舞台上，只有打法全
面灵活以及精神层面上足够坚强的
球队，才能登上顶峰。

传控足球软肋受攻

新华社华盛顿4月11日电（记者
王集旻）美职篮（NBA）11日进行了常
规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东西部
前八强和各自对阵形势也随之揭晓。

在东部，头号种子猛龙队将对阵
排名第八的奇才队；排名第二的凯尔
特人队对阵排名第七的雄鹿队；排在
第三位的76人队将同第六位的热火
队交手；位居第四的骑士队将同列第
五的步行者队较量。

在西部，头号队伍火箭队将接受
排名第八的森林狼队的挑战；排名第
二的勇士队将和排名第七的老牌劲
旅马刺队较量；排名第三的开拓者队
对阵位列第六的鹈鹕队；列第四和第
五的雷霆队和爵士队将捉对厮杀。

当日进行的12场比赛中，有8场
左右着本赛季季后赛的对位形势。

在其中较为关键的场次中，76人队
以130：95大胜雄鹿队，最终76人拿
到东部第三，这也是76人在2001年
之后首次位列东部前三。与此同时，
骑士队以98：110输给了纽约尼克斯
队，最终骑士列东部第四，这也是
2008年以来詹姆斯和所在球队首次
无法进入东部前三。

76人队早早同雄鹿拉开差距，
让骑士前进无望，因此詹姆斯只打了
10分钟、获得10分后就下场休息。
不过詹姆斯的登场亮相依然创造了
一个纪录，那就是在其职业生涯的
15个赛季中，詹皇首次在全部82场
常规赛中上场比赛。

在西部的一场关键对决中，森林
狼主场加时赛以112：106力克掘金
队，这也是森林狼队自2004年以来

首次进军季后赛。赢球晋级，输球回
家，此前分列西部第八、第九的森林
狼和掘金之间的这场对冲战可谓惊
心动魄，而这种对冲生死战自1997
年以来在联盟还是首次发生。

NBA常规赛收官 季后赛对阵出炉

猛龙VS奇才

凯尔特人VS雄鹿

76人VS热火

骑士VS步行者

皇马球星C罗进球后庆祝。新华社发

NBA季后赛首轮对阵

国足无缘亚洲杯种子队
新华社吉隆坡4月12日电 （记者林昊 刘

彤）随着国际足联12日发布新一期排名，亚足联
当天公布了2019年亚洲杯小组赛抽签分档，中国
队排名亚洲第六，无缘亚洲杯种子队身份。

2019年亚洲杯决赛阶段将于明年1月5日
至2月1日在阿联酋举行，参赛球队从之前的16
支增至24支。包括中国队在内，俄罗斯世界杯
亚洲区预选赛十二强赛的12支参赛球队自动获
得本届亚洲杯参赛资格，另外12支参赛队已经
通过预选赛产生。

根据抽签规则，24支球队将分为6个小组，
其中第一档球队、即种子队是东道主阿联酋以及
国际足联排名中的亚洲前五球队。根据国际足
联12日发布的最新排名，中国队排名第73位，
在亚洲球队中位居伊朗、澳大利亚、日本、韩国、
沙特阿拉伯之后。

在3月的排名中，中国队排名亚洲第五，领先
于沙特。但由于在南宁举行的中国杯国际足球锦
标赛中战绩不佳，中国队在排名上被沙特赶超。

根据亚足联12日公布的亚洲杯小组赛抽签
分档，中国与叙利亚、乌兹别克斯坦队、伊拉克、卡
塔尔和泰国为第二档球队。

2019年亚洲杯小组赛抽签仪式定于5月4日
在阿联酋迪拜举行。

本报海口4月12日讯（记者林
永成）2018年全国青年U19沙滩排
球锦标赛海口站比赛，昨日在海口
经济学院中国排球协会海南沙滩排
球训练基地落幕，国家青年队队员
包揽男子组和女子组冠亚军。海南
三亚体校队胡思思/高月云获得女
子组第三名。

为了加强沙滩排球后备人才的培
养，增加青年球员的比赛机会，自
2018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排球中心
对全国青年锦标赛赛制进行了改革，
全国青年U19、U21沙滩排球锦标赛
采取巡回赛制，全年分为四站分站赛，
每个季度举办一站。

本次海口站比赛是2018年全国
青年U19沙滩排球锦标赛的第一站，

来自12个省市自治区及国家青年队
的29支女队和25支男队参赛。

经过为期三天的角逐，国家青年
队组合会师冠亚军决赛。决赛于11日
下午进行。在男子决赛中，国青1队刘
金秋/汤星宇和国青2队姜领航/袁旭
互不相让展开激烈争夺，双方各胜一
局后把比赛带入决胜局。在决胜局
中，刘金秋和汤星宇表现更胜一筹，最
终以2：1获胜夺得冠军。

女子决赛在国青2队董颉/杭婷
和国青1队曹舒婷/曾津津之间进行，
董颉/杭婷发挥出色，直落两局获胜夺
得冠军。

海南三亚体校队胡思思/高月云
获得女子组第三名。男子组第三名为
烟台芝罘体校队杜鸿君/李洋。

全国青年U19沙滩排球锦标赛海口站收兵

国青队包揽男女冠亚军

省农垦老年人乒球赛收拍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邢旭）2018年海

南省农垦“神泉杯”老年人乒乓球赛近日在三亚举
行。来自我省各市县、省直属企事业单位老年体协
的32支乒乓球队的300多名老年运动员参加。

最终，海南农垦队、省供销社队、省商务厅队
和三亚市乒乓球队分别获得第1名至4名。

本次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最新《乒
乓球竞赛规则》，设男女混合团体赛。比赛分两个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小组循环赛，每小组前两名
参加第二阶段淘汰赛。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海
南省农垦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海南省农垦神泉
集团赞助。

恒大预备队打架球员
被足协停赛十个月

新华社广州4月12日电（记者荆淮侨）中国
足协纪律委员会12日发布处罚决定，对此前在中
超预备队联赛中打架的广州恒大球员司徒华龙、
王军辉各停赛十个月，每人罚款20万元。

处罚决定称，在9日广州恒大与山东鲁能的
中超预备队联赛比赛中，当比赛进行到第35分钟
时，广州恒大球员司徒华龙与王军辉在场上互相
打架，情节恶劣，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中国足协纪委
会对二人做出停赛与罚款的处罚。两人的停赛时间
从2018年4月10日起，至2019年2月9日止。

赛后，两人分别在各自社交媒体上就打架行
为致歉。9日晚，恒大俱乐部即发布公告，对两名
球员给予通报批评并扣罚每人20万元，同时处以
停训、停赛、停薪的处罚。

东部

火箭VS森林狼

勇士VS马刺

开拓者VS鹈鹕

雷霆VS爵士

西部

皇马1：3尤文
（皇马总比分 4：3 获胜晋
级四强）

拜仁0：0塞维利亚
（拜仁总比分 2：1 获胜晋
级四强）

欧冠昨日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