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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老城某工厂转让
占地面积238亩，建设有厂

房、办公大楼等近10万平方米，

价格面议，有意者联系王小姐。

联系电话：180 8977 0758

186 0890 6778

公 告
中国移动海南公司2018-2020年老城仓储数据中心物业

管理服务项目采购信息发布：近期我公司将对所辖老城仓储数
据中心的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在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http:
//b2b.10086.cn）发布采购比选公告，并实行网上发售电子版比
选文件。有意参加者请于2018年6月25日至2018年6月29
日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30登录中国移动采购与
招标网（http://b2b.10086.cn）进行报名及获取采购文件。

联系人：翁女士（电话：0898-68554543/18976828800，电
子邮箱：ZJZB_2018@163.COM）。

采购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委托招标代理：中捷通信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6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稽查局公告
琼税稽告〔2018〕3号

海南汇拓迪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GFAU8L，

法定代表人：叶保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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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税稽通〔2018〕002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规定，我局依法对你

公司进行税务检查，经检查，你公司存在走逃（失联），逃避税务机

关检查”、“交易资金异常”、“接受虚开”等问题，我局拟将你公司

2017年7月份抵扣郴州市湖飞叶贸易有限公司的10份增值税专

用发票做进项税转出，开具给海南荣渠实业有限公司的125份增

值税专用发票定性为虚开发票。你公司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

利，请你公司积极履行举证义务，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

放弃权利。在我局作出税务处理及处罚决定之前，请你公司自公

告送达之日起7日内到我局对你公司上述问题进行陈述、申辩，并

向我局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6月21日

联系人：王亚峰 赵骞；联系电话：0898-66792507；联系地址：

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10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稽查局公告
琼税稽告〔2018〕1号

海南建景元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GFATXL，

法定代表人：叶保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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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税稽通〔2018〕3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规定，我局依法对你

公司进行税务检查，经检查，你公司存在“走逃（失联），逃避税务

机关检查”、“大宗货物购销交易无银行结算记录”等问题，我局

拟将你公司开具给海南馥兰实业有限公司的125份增值税专用

发票定性为虚开发票。你公司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你

公司积极履行举证义务，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

利。在我局作出税务处理及处罚决定之前，请你公司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对你公司上述问题进行陈述、申辩，并向我

局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2018年6月26日

联系人：王烁晖、王春；联系电话：0898-66791907；联系地

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1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稽查局公告
琼税稽告〔2018〕2号

海南思弘佩物资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GFAX24，

法定代表人：叶保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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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税稽通〔2018〕4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规定，我局依法对你

公司进行税务检查，经检查，你公司存在“走逃（失联），逃避税务

机关检查”、“大宗货物购销交易无银行结算记录”等问题，我局

拟将你公司开具给海南荣渠实业有限公司、海南馥兰实业有限公

司2家公司的15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定性为虚开发票。你公司

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你公司积极履行举证义务，逾期不

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在我局作出税务处理及处罚

决定之前，请你公司自公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到我局对你公司

上述问题进行陈述、申辩，并向我局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6月26日

联系人：褚利川、潘科；联系电话：0898-66791907；联系地

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8601室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棚改—
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及美兰区中心幼
儿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公告

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棚改--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及美兰
区中心幼儿园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与海府一横路交汇处，
滨江路以西、海府一横路以北。总用地面积为45327.28平方米，总
投资20219.7万元。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
位。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密封报价函的形式报到
我司项目部。

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村廉租房A栋二楼
联系人：洪国发 联系电话：15008014879

公 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准，我司现启用新

的办公地址及新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东支公司。成

立日期: 2015年6月17日。机构住所:海南省乐东县抱由镇乐
祥西路公园一品2栋107商铺。机构编码: 000017469027。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
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
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
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
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东支公司
2018年6月21日

受委托，定于 2018 年 7月 5日 10时在中拍协在线拍卖平台
（http://paimai.caa123.org.cn）举行网络拍卖会，公开拍卖海口、琼
海、清澜电厂等地市报废电力物资、废柴油一批。总保证金为82.2万
元，详细标的号、起拍价、拍卖保证金请登录我司网址：www.hypmh.
cn查询。

竞买人报名要求：
①竞买人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不

低于人民币500万元；②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③必须持有行
业主管部门颁发有效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废旧
金属收购业备案书》等，竞买废品油的除满足上述①②要求外，竞买人
还必须具备《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的经
营方式包括收集、贮存或综合利用，核准的经营废物类别含有HW08
（废矿物油），更多具体要求详见我司网站公告。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6月28日16时前向我司提交以上资料

复印件三份加盖单位公章并检验原件，经审核符合资质的竞买人，现
场领取竞买须知并确认交回我公司，并于拍卖日前2天，登录中拍协
在线拍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注册并申请参拍。

竞买人需于2018年6月29日16时前将拍卖保证金（由竞买人对
公账户汇出）汇款至我司指定账户，户名：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广州东风支行、账号：399000100100132115、用途：
拍卖保证金。

标的展示时间：2018年7月2、3日，详情咨询我司。
资料提交及我司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300号之一金安大厦6楼。
电话：020-83646189、13802767219邵生、13725252628叶生
传真：020-83646180 微信：gdhypmh
网址：www.hypmh.cn 公司邮箱：gdhy204618@163.com

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8年6月26日

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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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卫
小林）经过长时间的创作准备，由海
南省文化艺术学校（以下简称省艺
校）主创的新编现代琼剧《秋菊姨母》
近日正式启动。

据介绍，刘秋菊是海南妇女革命
史上的光辉典范，在海南乃至东南亚
华侨中享有盛誉。她因“飞檐走壁”

“双枪女杰”等众多民间传奇故事而
成为海南妇女革命英雄，被海南人民
亲切地称作“姨母”。把刘秋菊的英
雄故事创编成海南人民喜闻乐见的
琼剧，在全省城乡和校园演出，对于
弘扬爱国主义，继承和发扬革命英雄
主义，都将具有重要意义。新编现代
琼剧《秋菊姨母》正是要达到这样的

目的，在展现刘秋菊富有传奇色彩的
革命斗争故事的同时，着重表现以她
为代表的海南女性身上为理想而努
力奋斗的坚强品格。

记者了解到，现代琼剧《秋菊姨
母》的创作受到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琼剧基金会等部门高度重视，省
文体厅已将该剧列为2018年第三届

海南省艺术节的几部重点琼剧剧目之
一，省艺校也将该剧的创作和排演列
为备战2018年第三届海南省艺术节
和2019年中国校园戏剧节的重点剧
目和重点工作。

省艺校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校是我省目前唯一的公办艺术类学
校，琼剧专业是立校之本，学校成立

58年来，一直承担着琼剧艺术人才培
养和传承发展的使命，琼剧专业各门
类人才资源丰富，此次自主编创这部
大型现代琼剧《秋菊姨母》，将“以演促
教”，更有利于快出人才、出好人才，学
校一定会把现代琼剧《秋菊姨母》打造
成为海南琼剧艺术创新性传承和发展
的精品剧目。

以琼崖女杰刘秋菊的革命故事为题材

新编现代琼剧《秋菊姨母》项目启动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预
赛）今天在天津武清体育中心开打，
海南省乒乓球队共派出10名运动员
参赛，他们将参加男子团体和女子团
体赛的争夺。

据介绍，本次比赛有来自全国的
36支代表队共400余名球员和教练
员参加。海南乒乓球队派出杜若飞、
罗铮、李元增、林诗栋、刘佳明5名运
动员参加男子团体比赛，谢俊秋、张慧

怡、崔畅、景绘羽、王伊凡5名运动员
参加女子团体比赛。

本次比赛采用斯韦思林杯赛制，
获得男女团体前8名的运动队可参加
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决赛，决赛
将于今年9月在辽宁鞍山举行。

据了解，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每年
举行一次，素有“小世锦赛”之称，是我
国历史悠久、规模大、竞技水平高且影
响力大的乒乓球正规传统赛事。

本次比赛由中国乒协主办。

本报海口6月25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群众比赛
（海口分区赛）五人制足球赛昨天在省
足协裕东足球训练基地开赛。

本次比赛共有琼海、陵水、屯昌、
琼中、东方、前卫体协、三亚、儋州、邮
政体协等16个代表队参赛，分两个
组、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小组
循环赛，小组前两名进入4强淘汰赛，
最终决出冠军。

首轮比赛中，东方队2：2平昌江

队，万宁队7：2胜保亭队，定安队5：1
胜白沙队，琼海队4：1胜邮政队，前卫
体协队4：0胜陵水队，三亚队3：1胜
海南电网队，儋州队4：1胜屯昌队，琼
中队4：7负于洋浦队。

省第五届运动会旨在全面展示我
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锻炼和选拔优
秀体育后备人才，全面推动全民健身
运动蓬勃开展。

本届比赛由省政府主办，省文体
厅承办。

省运会五人制足球赛开赛
16支球队参加

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预赛）天津开打

海南10名乒球选手参赛

中外诗歌音乐会海口举行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公益性文化活动——

中外名家诗歌音乐会日前在海口举行，助力书香
海南阅读活动开展，逾300位海口观众免费享受
了一次文化大餐。

音乐会由手风琴合奏《微笑波尔卡》拉开序
幕。其后，在各种器乐演奏声中或歌舞陪伴之下，
相继朗诵了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余光中的诗
歌《等你在雨中》、舒婷的诗歌《致橡树》、智利诗人
聂鲁达的名诗《我喜欢你是寂静的》等古今中外多
首经典诗歌名篇，引发现场阵阵掌声。

这场诗歌音乐会让观众感到赏心悦目的地方
在于，一是所有诗歌朗诵者、乐器演奏者和歌舞演
员都经过精心化妆后才上台，打破了以往诗歌朗
诵会不太注重妆容的演出旧习；二是诗歌朗诵与
大量乐器演奏相结合，如小提琴、古琴、古筝、单簧
管、吉他、手风琴等等，传递出了中国诗歌与音乐
原本紧密结合应有的美妙意境。此外，音乐会上
还有一些歌舞节目和配音演出助阵，让现场观众
既体味了中外经典诗歌的文化韵味，又领略了中
外经典音乐的艺术魅力，堪称丰富多彩。

本报三亚6月25日电（记者易
宗平）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演出间
隙，穿插扶贫政策解读、农业产业相
关知识传授，这是近期三亚市在各区
开展“心连心”扶志扶智助力脱贫攻
坚巡演的情景，吸引众多村民观看。

为了让群众喜闻乐见，海南省民
族歌舞团为三亚各地村民表演了精
彩纷呈的文艺节目。该市“心连心”
扶志扶智助力脱贫攻坚活动的主要
内容，还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讲、扶贫就业政策解读、讲述脱贫攻
坚故事、传授农业产业相关知识等。
从6月20日至7月10日，该活动在
全市各区巡回开展。

“这样的晚会很有趣、很实用，在
欣赏节目的同时，我还学到了槟榔种
植和管理的新技术。”三亚市吉阳区罗
蓬村村民李科感慨地说，要成为有志
气、有智慧的新型农民，自力更生，发
家致富。来自四川省达州市的程会志
夫妻，也被演出吸引。他透露，在三亚

参与实施村民新房建设等工程中，他
们夫妻俩每月可以挣到1万多元。“三
亚的农村发展很快，我们也想住在这
里啦！”程会志爽朗地笑着说。

三亚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深入开展“心连心”扶志扶智助力
脱贫攻坚活动，旨在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农村困难群众
转变“等、靠、要”思想，激发他们主动参
与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帮助他们提
高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勤劳致富信心。

三亚开展“心连心”扶志扶智巡演

本报营根6月25日电（记者郭
畅 通讯员陈泽汝）“6·26”国际禁毒
日前夕，一场主题为“关爱生命·远离
毒品”的书画比赛，在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110名
参赛学生以独特的视角，用书法和绘
画等艺术形式，展示出了当地青少年

对毒品的防范意识。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根据自己

所学、所闻、所见，通过形式多样和创
意新颖的艺术形式，运用素描、蜡笔
画、漫画、水彩、硬笔书法、毛笔书法
等手段，绘制和书写出了一幅幅直抒
胸臆的参赛作品。

禁毒工作人员还带领参赛学生
们参观了禁毒宣传展板，对大家开展
了禁毒预防教育等活动。

“一幅幅书画作品，描绘出了孩
子心中对毒品的认识，既宣传了文化
艺术，也加深了孩子对禁毒工作的理
解。”学生家长刘娟娟说。

琼中举办禁毒主题书画比赛

新华社洛杉矶6月24日电（记
者高山）环球影业发行的科幻片《侏罗
纪世界2》本周在北美上映后，以1.5
亿美元的入账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侏罗纪世界 2》是“侏罗纪公
园”系列的第五部影片，也是“侏罗纪
世界”三部曲的第二部。该片在北美
以外电影市场率先上映，已取得5.61
亿美元佳绩，目前全球票房总额突破
7.11亿美元。该片北美首周末成绩
高于业内预期，但比前作少近三成。
《侏罗纪世界》2015年上映三天入账
2.08亿美元，创下环球影业发行影片
的最佳首周末票房成绩。

《侏罗纪世界2》的情节设定在
前作故事发生3年后，克里斯·普拉
特饰演的欧文与布莱丝·达拉斯·霍

华德饰演的克莱尔重返被失控恐龙
摧毁的侏罗纪世界主题公园，试图在
火山大规模喷发前挽救幸存的恐龙，
把它们转移出小岛。

康姆斯科公司票房分析专家保
罗·德加拉贝迪安指出，《侏罗纪世界
2》的表现如同“票房里的霸王龙”，恐
龙的银幕魅力依然吸引着全球观众。

《侏罗纪世界2》登顶北美周末票房榜

《侏罗纪世界2》剧照

东风队首夺
沃帆赛总冠军

6月24日，代表中国
参加2017-2018赛季沃
尔沃环球帆船赛的东风队
率先冲过位于荷兰海牙的
终点线，在还剩一场港内
赛的情况下提前锁定总冠
军，并成该赛史上首支获
总冠军的中国船队。图为
东风队船员向岸边观众挥
手致意。 新华社发

北京人艺新戏《伊库斯》
呈现“生命之痛”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记者白瀛）北京人
艺2018年首部新戏《伊库斯》25日晚在北京人艺实
验剧场首演。作为英国当代剧作家彼得·谢弗的经
典作品，该剧从一件悬疑事件出发，以医患交流为线
索，呈现出远比表层叙事厚重的“生命之痛”。

剧中，小镇少年艾伦因刺瞎了马术俱乐部的
六匹马面临指控，在心理医生干预下，艾伦的犯罪
动机、脆弱敏感的内心及与环境的紧张关系逐渐
明朗……“这是一部描写人与自己生命热情关系
的戏——一旦失去热情，人生就没有了意义，可谁
又可以保证自己一直抱有这样的热情呢？每个人
都有枷锁，都有着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这就是痛苦
的根源。”本次导演班赞说。

英国举行“一带一路”
主题少儿海报设计赛

据新华社伦敦6月25日电（记者梁希之 顾
震球）首届全英少儿“丝路回响”海报设计大赛24
日在伦敦举行颁奖典礼。共有250多名来自英国
各地的小选手参赛，设计的海报富有创意、童趣十
足，特别是主题紧扣“一带一路”倡议，生动体现了
英国儿童心目中的“一带一路”形象。

在一幅获奖海报上，五颜六色的绸缎组成中
文“回”字图案，轻盈飘逸，动感十足。10岁的华
裔学生周爱伦告诉记者，他设计这幅海报的创意
来源于中国的丝绸，丝绸的颜色取自于中英两国
国旗的颜色，组成“回”字，以呼应“丝路回响”的主
题。由于受父母熏陶，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对中国
文化很感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