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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六条等有关规定，现将以下纳税人予以公告（截至2018年3月31日）。公告所涉及的纳税人请及时与主管税务机关联系，按照规定办理缴纳所欠
税款事宜，否则税务机关将按照规定采取执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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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识别号
91460100062346998C
460100754353857
91460000665143129H
460100201290411
91460100742574142G
460100754351528
460100767457209
460100798712583

914600006651136322

460100747799914

460100557356776

460100754390850
91460000767493971H
460100X20381947
91460000754380986D
460100767467124
91460100MA5RJ2173Y
460100754391175
460100395971644
91460100MA5T28C36L
91460000793112677K
460100735844810
91460100MA5RJ1568W
460100735810661

460100754385031

460100395179120
460100754384207
460100573054081
914601000825200925
460100780707217
91460100MA5T2HGF4J
91460100MA5RDB1X8F

纳税人名称
海口国能商业有限公司
海南钱江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银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联合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海口明光大酒店有限公司
中商联合泰盛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天琦测绘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美龙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鸿利来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德源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华锐能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金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隆冠拆迁工程有限公司
海口海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贸易分公司
海南昱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巨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天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天朗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溢瀚燃油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华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龙骧炭业有限公司
海南和顺幕墙门窗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茂企广告有限公司
海南良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宇华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中阔浩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金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
海南旭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海南重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和盈五矿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阳亭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海南君裕海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
王金锋
陈军
唐敏
李传明
弭奎
陈金财
林诗武
程春博

梁水生

刘瑞军

王小龙

张增源
袁茱莉
巫松奇
子志云
周克顺
吴正求
朱良武
孙健
陈秋萍
杨楚芬
张廷引
何渠
袁凤祥

张爱华

刘松柏
张少华
熊世春
白晓东
冯增秀
张运正
徐化勇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370222197105285335
130103196211250052
460100196112081238
460100195307073030
370203196711063210
350521197406017533
460021197411060817
110222195004142733

440821540814483

341281197201286894

460025198405284232

330623196807241077
460026199111220648
460028196510082835
533222197010154335
42070019680223003X
432503196908032199
330323196905123633
110108197212124245
320402196509010225
460027197408147928
370202196809120133
513022196601020049
220303530620341

421083197705072111

430524194911055691
460021196611071233
51222219750411139X
513701199208225515
460023196207192212
460004197012105014
370826199005044638

经营地址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69号海口综合保税区联检大楼702室
海口市和平大道55号钱江大厦5楼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内教工宿舍1栋一层
海口市国贸路56号北京大厦15A
海口市滨海大道南洋大厦1202室
海南省海口市南沙路46-2号明珠星苑金碧阁二层
海口市海府路73号农建友谊大厦七楼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振兴路8号区政府大楼109室

海口市龙华路华龙大厦三楼208房

海口市金贸西路B二区诚田花园A栋ED室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西村丘海大道延长线东侧智海混凝土厂后侧

海口市滨海大道黄金大酒店11层1108—1109房
海口市国贸路19号城市精英A座701室
市水产码头44号二楼
海口市红城湖路193号国托大厦1708房
海口海口市凤翔路天龙王大酒家新楼第六层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39-2号乔海阳光大厦805房
海口市金龙路18号海口温州大厦17A09房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世贸西路11号金银城市广场惠财大厦3单元第3层303房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20号国贸经典大厦1301房
海南省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D栋1001室
海口市海秀路39号申鑫国际广场A2610-01房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港苑小区A幢1802房
海口市美兰区万恒路26号良缘雅苑（曲苑）4#楼5层502房

海口市大同路25号华发大厦B2102房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第十九层1958-2房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路银棕榈酒店八楼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世贸东路2号2001房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金福路314号
海口市玉沙路16号富豪大厦北楼C座1705室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北路27号海韵花园905房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人民大道58-1号阳光熙园C栋1402房

欠税税种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欠税金额
20,653,159.37
13,377,361.28
11,107,812.84
6,923,437.35
6,336,379.81
3,964,906.24
3,787,768.97
2,832,978.97
2,511,420.34

34,761.91
2,439,578.73
1,310,451.14
411,638.87

1,373,373.07
1,241,613.51
1,216,153.90
967,016.19
931,274.56
825,242.73
811,793.97
752,932.09
728,123.84
693,927.75
646,397.91
633,213.22
627,677.24
600,614.77
375,784.74
599,720.00
541,887.06
495,495.50
401,196.50
393,166.90
368,713.50
354,216.18

海口市国家税务局欠税公告（2018年第3号）

单位：元

特别关注·解码《雄安规划纲要》

进入新时代，中国北方，雄安这
座新的城市正呼之欲出，将成为进一
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中国迈向高质
量发展的标杆之城。

随着《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正式公布，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全国城
市样板蓝图跃然呈现，一个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新引擎即将启动。

创新为魂
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3月底，中国移动完成雄安新区
首次5G－V2X自动远程驾驶启动及
行驶测试，实现了通过5G网络远程
控制20公里以外的车辆完成启动加
速、减速、转向等操作，网络时延保持
在6毫秒以内，仅为4G的十分之一。

这是雄安在信息化和智慧城市
融合发展方面的成功尝试。雄安质
量，将朝着“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的
目标，为新时代的中国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

创新是内核，这将是一座以现代
产业体系为支撑的城市——

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已与腾讯、
阿里巴巴、百度等多家企业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核准了100多家高端高新
企业工商注册登记，储备了一大批战
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新区功
能定位的一些北京非首都功能，将逐
项对接落地雄安，一些看得见、摸得
着的重大项目将稳步推进。”国家发
展改革委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何立峰说。

雄安规划纲要明确了雄安产业
发展的重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现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产业、新材
料产业、高端现代服务业、绿色生态
农业。这意味着，对现有传统产业并
非“一刀切”，简单地“关、并、停”。

创新是基因，这将是一座具有
深度学习能力、全球领先的数字城
市——

2017年，阿里巴巴集团与河北
雄安新区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携手打造以云计算为基础设
施、物联网为城市神经网络、城市大
脑为人工智能中枢的未来智能城市。

百度带来了自动驾驶汽车、腾讯
成立金融科技实验室……这些都将深
度改变这座城市的建造和运行模式。

在建设实体城市的同时，雄安新
区将同步建设全球领先的数字城市。
泛在的无线网络通达地上地下、多网
协同，城市交通、能源、供水等基础设
施的“神经网络”连通到“城市大脑”，
让城市自我调节、与人类良好互动。

雄安规划纲要指出，推动全域智
能化应用服务实时可控；建立企业与

个人数据账户，探索建立全数字化的
个人诚信体系；搭建云计算、边缘计算
等多元普惠计算设施，实现城市数据
交换和预警推演的毫秒级响应……

协调为核
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

集中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
为解决“大城市病”探索中国方案——
这是雄安新区的使命，也是初心。雄
安规划纲要明确了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的主要方向：

——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方
面，重点承接著名高校在新区设立分
校、分院、研究生院等，承接国家重点
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科研
院所、创新平台、创新中心。

——在医疗健康机构方面，重点
承接高端医疗机构在雄安新区设立
分院和研究中心，加强与国内知名医
学研究机构合作。

——在金融机构方面，承接银
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总部及分
支机构，鼓励金融骨干企业、分支机
构开展金融创新业务。

——在高端服务业方面，重点承
接软件和信息服务、设计、创意、咨询
等领域的优势企业，以及现代物流、
电子商务等企业总部。

——在高技术产业方面，重点承
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和生命
健康、节能环保、高端新材料等领域

的央企以及创新型民营企业、高成长
性科技企业……

落子雄安背后，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宏伟构想，更是区域视角下的中
国发展大棋局。从这个意义上看，雄
安，是解局京津冀发展不平衡的关键
一步。中国工程院院士、京津冀协同
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
说，雄安要强化造血功能，必须打造
高水准的教育、医疗条件，面向全国
面向海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以雄安为基点，与周边协同发展
的一条路径明了清晰——

新区将着力与北京中心城区、北
京城市副中心和天津市在功能上优
势互补，实现错位发展、互利共赢；加
强新区与保定、廊坊、沧州等周边地
区相关规划的衔接，统筹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
区优化开发新模式。

以雄安为样板，城乡协调发展的
一张蓝图跃然而出——

城市发展不再“摊大饼”，按照雄
安规划纲要，起步区按组团式布局；
在空间格局上，城乡发展规模适度、
空间有序；合理控制人口密度，新区
规划建设区按1万人／平方公里控
制；特色小城镇实行分类特色发展；
美丽乡村保持自然风光、田园风貌，
突出历史记忆、地域特色……

以雄安为模板，友好和谐的一种
社会氛围正在营造——

雄安规划纲要提出，注重街区、

邻里空间设计，形成尺度宜人、亲切
自然、全龄友好的社区环境。

绿色为形
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

春天的白洋淀，成群飞鸟从芦苇荡
上空飞过，淀阔水清，一片盎然生机。

按照雄安规划纲要，将淀水林田
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进行统一保
护、统一修复。通过植树造林、退耕
还淀、水系疏浚等生态修复治理，强
化对白洋淀湖泊湿地、林地以及其他
生态空间的保护，确保新区生态系统
完整，蓝绿空间占比稳定在70%。

绿色，是这座城市的普遍形态。
雄安规划纲要指出，实现森林环

城、湿地入城，3公里进森林，1公里
进林带，300米进公园，街道100%林
荫化，绿化覆盖率达到50%。远景规
划建设白洋淀国家公园。

绿色低碳，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要
求，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优化能源结构，推进资源节
约和循环利用，推广绿色低碳的生产
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

——建设先进专业的垃圾处理系
统。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城市生活
垃圾回收资源利用率达到45%以上。

“绿色融入雄安发展的方方面
面。”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叶青说，这将是城市与
自然共生的一个模板。

改革开放
塑造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为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的重要一环，雄安新区从一开始设
立，就被赋予开放发展先行区的历史
使命。

能否不走“土地财政”的老路？
能否留得住高精尖人才？能否在产
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中找到平衡？能
否摆脱“大城市病”？能否建成现代
化的产业体系和治理体系？一系列
困扰中国中长期发展的难题，人们都
希望在这里找到答案。

雄安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打造体
制机制新高地和京津冀协同创新重
要平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雄安新区加快改革开放的具体
政策正在研究中。雄安规划纲要中，
也提出诸多改革开放的新举措：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新区
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实行聘任制，优化
干部培养选拔机制；按照河北省授
权，新区行使有关行政审批权限和管
理权限，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
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深化财税金融改革。对符
合税制改革和新区发展方向的税收
政策，在现行税收制度框架内支持在
新区优先实施，对需要先行先试的可
依法依规优先试点。

——创新人才人口管理。探索实
行有利于激发新区创新活力的人事、
薪酬、住房、税收、养老等政策。探索
实行个人所得税改革。实行开放便捷
的人才引进制度，在技术移民和外籍
人才入境、停居留、永久居留等方面制
定更加便利的措施，建立人才特区。

——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创新土地供应政策，构建出让、划拨、
作价出资（或入股）、租赁或先租后
让、租让结合的多元化土地利用和土
地供应模式。

——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支持以雄安新区为核心设立中国（河
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幅度取消或
降低外资准入限制……

在改革开放 40周年的重要节
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对步入新时代
的中国具有独特意义。40年前，改
革开放启动了中国经济波澜壮阔的
历史进程。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
东新区，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点抓住
机遇、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认识中国
的窗口。

迈入新时代的雄安，作为中国改
革开放再出发的标杆，必将成为新时
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记
者安蓓 王敏 齐雷杰 郁琼源）

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样板之城
——解读《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之三

正在建设中的雄安新区。 新华社发

4月23日，在德国汉诺威，德国总理默克尔
（右）与墨西哥总统培尼亚（中）共同参观汉诺威
工业博览会。以“融合的工业——互联协作”为
主题的2018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吸引了来自
7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家参展商，主宾国为
墨西哥。 新华社/美联

德国总理与墨西哥总统共同参观
2018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朝鲜黄海北道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中国游客32人遇难、2人重伤

中国外交部派工作组
偕医疗专家紧急赴朝

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记者闫子敏）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22日夜在朝鲜黄海北道发生的重大交通事故，已
导致32名中国游客和4名朝方工作人员遇难，2
名中国游客受重伤，目前情况极其危重。23日中
午，中方已派出工作组偕医疗专家紧急赴朝。

陆慷说，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
民的安全。事发后外交部和中国驻朝鲜使馆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机制，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全力开
展事故应急处置和善后。

这是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众创设计结果“龙
凤呈祥”（右）和“瑞雪迎春”效果图。

4月23日，作为智能京张高铁重要配套设备
的智能动车组众创设计结果公布。智能动车组将
于2018年底完成样车试制组装，2019年上半年
完成调试及试验验证。 新华社发

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
众创设计结果公布

首款国产太赫兹成像芯片发布
据新华社福州4月23日电（记者胡喆 王成）

一枚米粒大小的太赫兹芯片，却能在人体安检仪中
发挥出巨大功能。记者23日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获悉，由中国电科13所研制的首款国产太赫兹成
像芯片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正式发布。

这款芯片可以探测出人体自身辐射的微弱太
赫兹波，并通过仪器内部算法，对检测到的信号进
行分析，即可对人体进行成像，帮助安检人员迅速
排查人体携带的危险品，同时又不会对被检测人员
造成辐射危害，为安防问题提供了有效解决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