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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一、项目名称：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网点装修改造施工单位选型
入围项目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具有独立承担
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有效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或三证合一的有效企业营业执照副本）；2、具有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17年以来任意3
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证明和缴纳社保证明）；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17年以来任意3个月的企业财务报
表）；4、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及以上或建筑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5、投标单位须提供经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注
册所在地检察机关查询后出具的关于单位、法定代表人及拟派的项
目经理无行贿犯罪查询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期内）；6、参加本次采
购近三年内（成立不足三年的从成立之日起算），在经营活动中没有
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加盖公章）；7、投标人必须对本项目内所
有的内容进行投标，不允许只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投标，否则视为无
效投标；8、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报名要求及招标文件获取：
1、发售标书地点：http://218.77.183.48/htms；2、标书售价：招

标文件售价200.00元/份，报名费用在开标现场缴纳（现金），售后不退。
3、时间：2018年4月24日08:30:00—2018年5月2日17:30:00。

四、投标文件递交：
1、投标截止时间：2018年5月14日；2、开标地点：海南省国兴大

道9号（省政府办公大楼东侧）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
具体开标时间及地点详见4月24日全国公共资源平台（海南省）及海
南省人民政府政务中心网。

五、联系方式：
1、招标人联系方式
采购人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采购人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1号中银大厦
采购单位联系人：杨女士 周先生
采购单位联系电话：0898-66562177 0898-66562183
2、代理机构名称：华诚博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美兰区美苑路16号春江壹号A1205室
电话：0898-68568122-8003
联系人：吴工

2018年4月24日

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网点装修改造施工单位选型入围项目招标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8〕12号

海南八匹马服饰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090529724J，法
定代表人：杨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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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稽通〔2018〕14号）公告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证据事实，可证实你公司涉嫌
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5份，发票金额合计7842396.81元，税额

合计1333207.39元，价税合计9175604.20元。拟决定对你公司做增
值税进项转出1333207.39元，并按规定加收滞纳金，同时对你公司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处以50万元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规
定，请你公司收到本通知7日内，来我局对相关违法事实予以核实确
认，或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你公司还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
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联 系 人 ：王 先 生、梅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0898）66791307/
66790537;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国家税务
局第二稽查局。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4月23日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7）琼0105执1995号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谢玉兰与被执行人许声钟不当得利纠

纷一案，执行依据为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琼
0105民初3412号民事判决书。现因被执行人许声钟拒不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已查封了被执行人许声钟名下的
原地址为：海口市秀英区海港路23号（现地址更改为海口市丘海
一横路17号）海南省商贸冷冻实业公司宿舍区B2栋6楼603号
房，并于近期拟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房产权属有
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O一八年四月二十日

关于召开解散公司的股东会公告
因海口文惠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

状况不佳，股东胡文海（持70%股权）、股东张惠英（持30%股
权），向公司提出解散公司的提议，对此提议我公司将于2018年
4月27日召开股东会议。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拟向海口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清算组备案登记，并对我公司的债权债
务进行清算，在此特告知全体股东，请于2018年4月27日上午
9：00准时在海口市高登西街275号八顺大厦401房参加关于解
散公司的股东会，如对本公司债权、债务有异议请及时联系。联
系人：邓先生，联系电话：17330867877

特此公告
海口文惠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4日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4) 海南一中执恢字第25-14号

海南四方投资公司、海南银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凯鹏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厚南旅业有限公司:

本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1995) 海南民二初字第42号民事判
决,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明海投资公司、海南日森置业公司与
被执行人海南四方投资公司、海南银泰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海南凯
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厚南旅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海南一中执恢字第25-13号
执行裁定书，该裁决主要内容为:变更申请人海南洋浦天森投资有
限公司为本案申请执行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上述法律文书即视为送达。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4月17日

土地拍卖公告
第0516期

受委托，定于2018年5月 16日上午10：00 在海口市金贸中路
1号半山花园晓峰阁1588室拍卖以下标的：海南枫润投资有限公
司100%股权及公司名下位于屯昌枫木镇海榆中线公路110公里
处86.8亩商业用地，土地一边临屯昌木色湖风景区，一边临海榆中
线公路，地上约有1000株大王棕,参考价80万/亩,竞买保证金
10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5月 13日止。有意竞买者请
到我单位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海南唐隆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晓峰阁1588室
联系电话：张先生13807599707 刘先生 13807631116

关于申请执行人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南日
升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中弘弘毅投资有限公司、中弘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王永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8 )琼01执130
号执行裁定，查封被执行人海南日升投资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秀
英区长滨东一街1号中弘西岸首府73套房产，房号及产权证号分
别为: 1 号楼 A 单元 A1902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137号)、1号楼A单元A19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138号)、1号楼A单元A25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64号)、1号楼A单元A26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80号)、1号楼A单元A26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89号)、1号楼B单元B25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72号)、2号楼A单元A4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21号)、2号楼A单元A6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14号)、2号楼A单元A6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15号)、2号楼A单元A7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57号)、2号楼A单元A7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52号)、2号楼A单元A8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62号)、2号楼A单元A10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91号)、2号楼A单元A11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99号)、2号楼A单元A13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73号)、2号楼A单元A13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72号)、2号楼A单元A15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82号)、2号楼A单元A16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43号)、2号楼A单元A17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36号)、2号楼A单元A20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45号)、2号楼A单元A21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53号)、2号楼A单元A22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49号)、2号楼A单元A24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38号)、2号楼A单元A24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35号)、2号楼A单元A25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81号)、2号楼A单元A26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82号)、2号楼B单元B4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25号)、2号楼B单元B5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12号)、2号楼B单元B5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13号)、2号楼B单元B6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18号)、2号楼B单元B6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16号)、2号楼B单元B8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60号)、2号楼B单元B8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59号)、2号楼B单元B8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58号)、2号楼B单元B9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51号)、2号楼B单元B9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67号)、2号楼B单元B10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89号)、2号楼B单元B11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903号)、2号楼B单元B12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97号)、2号楼B单元B13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71号)、2号楼B单元B13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70号)、2号楼B单元B13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69号)、2号楼B单元B14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79号)、2号楼B单元B15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85号)、2号楼B单元B16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41号)、2号楼B单元B16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40号)、2号楼B单元B16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39号)、2号楼B单元B17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35号)、2号楼B单元B20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50号)、2号楼B单元B21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55号)、2号楼B单元B21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52号)、2号楼B单元B22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46号)、2号楼B单元B22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45号)、2号楼B单元B24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33号)、2号楼B单元B24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836号)、2号楼B单元B2502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77号)、2号楼B单元B25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80号)、3号楼A单元A2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816号)、3号楼A单元A3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810号)、3号楼A单元A4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804号)、3号楼A单元A21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708号)、3号楼A单元A22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702号)、3号楼A单元A22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701号)、3号楼A单元A22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700号)、3号楼B单元B2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815号)、3号楼B单元B2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813号)、3号楼B单元B4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801号)、3号楼B单元B23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842号)、3号楼B单元B23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841号)、3号楼B单元B2403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23838号)、5号楼A单元A24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385776号)、5号楼B单元B240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385763号)、5号楼B单元B2402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385762号)；查封被执行人海南日升投资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
秀英区长滨东一街1号的38套商铺，房号及产权证号分别为1号
楼 01ˉ03 层跃层 A1 号(产权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84 号)、1 号楼 1 层 A2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85 号)、1 号楼 1 层 A3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86 号)、1 号楼 1 层 A5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88 号)、1 号楼 1 层 A6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83 号)、1 号楼 1 层 A7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82 号)、1 号楼 1 层 A8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81 号)、1 号楼 2 层 B2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79 号)、1 号楼 2 层 B3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78 号)、1 号楼 2 层 B5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76 号)、1 号楼 2 层 B6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65 号)、1 号楼 2 层 B7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74 号)、1 号楼 2 层 B8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73 号)、1 号楼 3 层 C2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71 号)、1 号楼 3 层 C3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69 号)、1 号楼 3 层 C5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68 号)、1 号楼 3 层 C6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63 号)、1 号楼 3 层 C7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66 号)、1 号楼 3 层 C8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2062号)、2号楼01ˉ03层跃层A1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
第 HK431293 号)、2 号楼 1 层 A2 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94 号)、2 号楼 1 层 A3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95 号)、2 号楼 1 层 A5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96 号)、2 号楼 1 层 A6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97 号)、2 号楼 1 层 A7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91 号)、2 号楼 1 层 A8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92 号)、2 号楼 2 层 B2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98 号)、2 号楼 2 层 B3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99 号)、2 号楼 2 层 B5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00 号)、2 号楼 2 层 B6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01 号)、2 号楼 2 层 B7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02 号)、2 号楼 2 层 B8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03 号)、2 号楼 3 层 C2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04 号)、2 号楼 3 层 C3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89 号)、2 号楼 3 层 C5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05 号)、2 号楼 3 层 C6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06 号)、2 号楼 3 层 C7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307 号)、2 号楼 3 层 C8 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431290号)；查封被执行人海南日升投资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
滨海大道南侧长流起步区(35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
海口市(国用)(2010)第 008234号，使用权面积为31491.10平方
米。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处
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期
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130号

为满足园区建设发展需求，促进园区产业发展，经报海口市政府
同意，现编制《狮子岭二期A01地块用地性质及规划指标论证报
告》。为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论证报告按

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8年4月24日至6月5日）。
2、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www.gxq.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com.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区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审批局，邮编：571152；（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5580991，
联系人：王烺。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狮子岭二期A01地块用地
性质及规划指标论证报告》公示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 本报记者 郭萃

2018“奔跑海南”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环岛全民健跑活动海
口站4月22日落下帷幕，4000余名
参赛者在奔跑中“跑向更好的自己”。
作为我省规模大、参与度高、互动性强
的环岛全民健跑活动，该活动进一步
推广了海南城市名片，致力打造海南
全民健身运动品牌。

本次比赛设置了10公里个人组、
5公里个人体验组、5公里情侣组、3
公里亲子组以及方阵组，赛道路线精
心设计，经过了海口复兴城、万绿园、
海口湾等旅游景点和地标性建筑。参
赛选手们跑过景色宜人的海口世纪公
园，跑过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的万绿
园，跑过椰树婆娑、海风轻拂的海口
湾，一路领略着椰城的独特魅力，感受
着海口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赛道上，专业选手一路疾驰，高
歌猛进；跑友中，有亲密的情侣，有
幸福的一家三口，有企业的员工，还
有急救经验丰富的医师跑者和急救
跑者以及来自幸福跑团联盟的成
员，他们互相鼓劲，坚持向前。奔跑
着的参赛者们，成为环岛全民健跑
活动赛道上最美的风景，比赛现场
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市民们以自己
的方式，尽情享受着这场体育盛事
带来的无限乐趣。

虽然是比赛，但不少跑友头戴各
色假发和头饰，欢声笑语不断，放松而
快乐的氛围感染着周围的人们。亲子
跑、情侣跑，手牵手传递着的亲情温
暖、爱情甜蜜，在比赛现场汇聚成了幸
福的洪流。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活动能够顺

利举办，海口举全市之力，各责任单
位、岗位干部职工，勠力同心、协同奋
战；150名来自高校的志愿者们不留
余力地给跑者们加油打气，维护着现
场秩序。

这是一场4000余人的比赛，是一
次全民参与的赛事，也是海南推动全民
健身及文体旅产业融合的一个缩影。此
次环岛全民健跑活动再次点燃海口以及
海南市民游客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推

动打造体育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
近年来，海南大力推进健身设施建

设，积极举办群众性体育活动，发展群
众体育组织，2017年海南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堪称空前。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透露，去年
全省加大投入，全民健身中心、全民健
身路径工程、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民
健身示范站点等建设全面提速。目前
海南全民健身中心已建成8个；农民

体育健身工程达到2270个，覆盖海南
85%的行政村，计划到2020年实现全
省行政村体育场地设施全覆盖；全民
健身路径工程去年为各市县配建4个
全民健身园、35个全民健身苑、75个
全民健身点，同时还积极打造城镇社
区15分钟健身圈。此外，全民健身示
范站点实现了18个市县广场舞示范
站点全覆盖。

如今，无论是晨曦微露的清晨，

还是晚霞将褪的傍晚，在全省各市县
的公园、广场、社区，随处可以见到锻
炼健身的人群。他们或在健身器械
前扭腰伸腿，或在广场上悠扬的舞曲
声中翩翩而舞，或沿着道路慢跑散
步，或在体育馆里打羽毛球、乒乓
球。蓬勃开展的全民健身运动，让海
南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充满了朝
气与活力。

在全民健身运动的带动下，海南
的体育产业发展提速，体育赛事层出
不穷。国际泳联年度颁奖盛典、海南
三亚国际马拉松赛、世界电子竞技运
动会WESG、中华龙舟大赛总决赛、
全国广场舞大赛总决赛等大型赛事纷
纷在海南举办，这些全国性乃至国际
性赛事，规格高、影响大，为广大群众
提供近距离观看高水平赛事的机会。

据统计，去年全省基层举行了
400多场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以大型
赛事活动来推广普及全民健身，成为
海南全民健身的一大特色。

此外，各类体育组织正逐步发挥
组织、指导群众健身的主力军作用。
如海南省健美操协会编订的规则教
材，主要内容被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
心采用，成为指导全国开展广场舞比
赛的重要标准；省武术协会组织选手
多次参加国内外比赛，并取得优异成
绩；省桥牌协会举办的海南桥牌节规
格高、人数多，在业界引起了很大反
响。这些协会满足了群众多方面、多
层次的健身需求。

在全民健身的推动下，海南还将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文体旅游
深度融合，以赛事引领海南体育产业
快速健康发展。

（本报海口4月23日讯）

琼海站报名火热进行中
本报海口4月23日讯（记者郭萃）今天记者

从“奔跑海南”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环岛
全民健跑活动主办方获悉，琼海站健跑活动将于
本月28日8时开跑，目前报名仍在进行中，市民
可免费报名。

据了解，琼海站比赛时间为4月28日8：00—
10：00，个人10公里组限报800人，个人5公里组
限报500人，情侣组限报100对（200人），亲子组
限报200人，方阵组限报300人。参赛者需关注

“奔跑海南”项目微信公众号，回复“奔跑海南”进
入报名链接进行报名，或者联系组委会报名，报名
成功以短信通知为准。报名时需提供参赛者姓
名、身份证号码、性别、参赛项目、联系方式以及紧
急联系人姓名和联系方式（用于购买保险）。若信
息不齐全，将无法完成报名，不能参赛。

琼海站活动将从万泉河广场出发，全程线路
沿万泉河展开，其中亲子组和方阵组3公里线路
沿万泉河路、爱华西路折返后回到万泉河广场；个
人组5公里和情侣组线路沿万泉河路、豪华路折
返回万泉河广场；个人组10公里线路沿万泉河
路、人民路折返回万泉河广场，参赛者可在奔跑中
体验琼海城市变化，欣赏万泉河的美丽风光。

2018“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进一步推广城市名片，致力打造全民健身运动品牌

奔跑绿意椰城 赴一场激情邀约

2018“奔跑海南”环岛全民健跑海口站比赛
中的亲子组选手。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4月22日，海口市世纪公园的2018“奔跑海南”
环岛全民健跑海口站奔跑现场。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参加比赛的小选手。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