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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工作需要，经琼海市政府批准，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职位及名额（见职位表）
共招聘223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教育系统中小学教师90

名（中学18名，小学72名），幼儿园教师69名；其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52名；卫生系统12名。

二、报名时间和地点
报名时间：2018年7月25日至7月29日（上午8：30-11：30，下

午14：45-17：30，双休日正常报名）。
报名地点：琼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大厅（琼海市爱华

东路劳动幸福街内进200米）。
三、其他事项
详情请登录琼海市人民政府网（http://qionghai.hainan.gov.cn）查阅。
咨询电话：0898-62928586 62930920（其他事业单位）0898-

62835439（教育系统）0898-62822474（卫生系统）
传 真：0898-62928906

琼海市 2018 年公开招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

琼海市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7月11日

（第13号）
2018年全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定于 10月 21

日举行，7月15日至7月29日网上报名，详情请登

陆海南省农业厅官网（http://agri.hainan.gov.cn/）。

咨询电话：0898-65333733

海南省执业兽医
资格考试领导小组公告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场服务
项目进行公开招标。项目概况：本项目为金秋车展配套服务，主要
包含批文报备、现场搭建等服务（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注册资本超过
500万元（含500万元），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为保障项目执行力，投标
需公司拥有10人以上缴纳社保的固定团队人员，50人以上优先考
虑；具备海口市会展设计搭建工程一级以上资质，有较强的本地化
服务能力，近两年有会展活动工作经验，且年主场服务面积在5万平

方米以上的优先考虑。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7月13日至19日，每日上午9

时至11时30分，下午15时至17时30分（北京时间），在海南省海口
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新闻大厦一楼会展公司报名，报名时需提交
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委托书（或单位介绍
信）、受委托人身份证及投标人资格要求的相关资料（核原件收加盖
单位公章的复印件）。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年7月23日17
时30分（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刘女士66810859

2018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主场服务项目招标公告

琼乐高速禁行通告
海南省琼中至乐东高速公路在社会各界及广大群众的关心和

支持下，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工程施工现已接近尾声。目前，桥梁
伸缩缝、交通安全设施、机电以及绿化等剩余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中，项目尚不具备交工、通行条件，也未向社会开放交通。为加快
施工进度，保证施工安全，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及家畜家禽进
入施工现场，擅自进入者一切责任自负，对工程造成损失的，将依
法追究责任并要求承担损失。

特此通告。
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中国公路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海南省琼中至

乐东高速公路（琼中至五指山段）代建指挥部
深圳高速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海南省琼中至乐东

高速公路（五指山至乐东段）代建指挥部
2018年7月17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261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郝希丽与被执行人海南誉鑫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6)琼01民初237号执行裁定
及(2016)琼01民初237-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被执行人海南誉
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海秀路以南海口顺
发新村三期海秀天成 ( 预售许可证号:20160075)B 栋价值
23300000元的未售房产，查封房号为B栋1单元:201、202、203、
204、205、206、301、302、303、304、305、306、401、402、403、404、
405、406、501、502、503、504、505、506、601、602、603、604、605、
606、701、702、703、704、705、706、8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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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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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关于《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B01、B02地块规划调整公示启事

西海岸新区南片区B0103和B0104地块规划用地性质分别为幼
儿园用地和小学用地，为增加小学用地规模，拟将B0103和B0104地
块合并统一规划为小学用地，经上报海口市政府批准，拟对《海口市西
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0103地块和B0202地块进行规
划调整。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
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8年7月17日至8月6
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网站（http://ghw. haikou.gov.
cn）。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府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3053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
见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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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93，联系人：陈振涛。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17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公告
琼税稽告〔2018〕20号

海 南 金 俊 杭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3240986300，法定代表人：欧阳海）：
海南万永泰实业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324098673D，
法定代表人：李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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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条规定，现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税
稽罚〔2018〕11号、琼税稽罚〔2018〕12号）公告送达。你公司见公告
后可自行到我局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一.违法事实:海南金俊杭实业有限公司2017年向东莞市华通

供应链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虚开10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
额合计10,323,331.21 元，税额合计1,754,966.62 元，价税合计
12,078,297.83元。海南万永泰实业有限公司向深圳市逸昊科
技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虚开10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
合计10,694,997.98 元，税额合计为1,818,149.96 元，价税合计
12,513,147.94元，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37
条规定决定对两家公司各处以500,000元罚款。

二.以上应缴款项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海
口市美兰区国家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可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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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国家税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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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联系人：蒲女士；电话：
66784160）

特此公告 2018年7月16日

三亚市2018年琼籍人才
暨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公告

为贯彻落实海南省委《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琼发〔2018〕8号）精神，广聚天下英才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及三亚“人才海绵城市”建设。我市定
于2018年7月25日（星期三）上午08:30-12:00，在市人力资源
市场（迎宾路189号二楼招聘大厅）举办2018年琼籍人才暨高校
毕业生专场招聘会。

此次招聘会主要针对各类琼籍人才以及国内外应、往届高校
毕业生，计划组织100家左右用人单位进场招聘，涉及我市急需紧
缺的信息技术、高端旅游、生态农业、健康医疗、现代服务业等专业
岗位，企业及求职人员一律免费入场参加招聘。

有招聘意愿的用人单位请携带营业执照和招聘简章到市人力
资源市场一楼大厅（1-4号窗口）办理相关手续。用人单位报名截
止时间为7月23日。

咨询电话：0898-88688263 88688093（传真）
联 系 人：董敬荣 吉骁

三亚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三亚市人力资源开发局
2018年7月16日

海南日报社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公开招聘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财务会计人员，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及职数
财务会计人员3名。
二、职位素质要求
1、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品行端正，爱岗敬业，有良好的职

业操守。
2、财会等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3、具有相关财务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
4、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与服务意识，工作细致严谨，

适应能力强，学习能力强。
5、思想进步，无违法违纪行为。
6、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能承受较大工作压力。

三、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者登录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下载填

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ndailyjob@163.
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应聘岗位）。报
名时请注意明确应聘岗位，并附上个人获奖证书及相关材料等。报
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7月27日。

四、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审批等程序，择优聘用。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组织人事处
联系电话：（0898）66810054

海南日报社
2018年7月16日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由俄罗斯
圣彼得堡天鹅湖芭蕾舞团表演的俄
罗斯经典芭蕾舞片段日前在海口华
人国际剧院上演，12个俄罗斯经典芭
蕾舞片段和1个中国经典芭蕾舞节
目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据介绍，此次在海口献艺，俄罗
斯圣彼得堡天鹅湖芭蕾舞团的艺术

家们为海南观众表演了芭蕾舞剧
《睡美人》中的三个片段，芭蕾舞剧
《天鹅湖》中的三个片段，芭蕾舞剧
《莱蒙达》中的两个片段，芭蕾舞剧
《胡桃夹子》中的两个片段，以及芭
蕾舞剧《一千零一夜》《罗密欧与朱
丽叶》各一个片段，另外还专为海南
观众表演了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

子军》中的片段“快乐的女战士”。
俄罗斯艺术家们表演的原汁原味的
经典芭蕾舞节目征服了海南观众，
每逢一个片段演出结束，剧场里都
爆发出了热烈掌声。

演出引进方海南华人国际文化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俄罗斯圣彼得堡天鹅湖芭蕾舞团是

俄罗斯享有盛名的芭蕾舞演出团体
之一，长期致力于让世界芭蕾舞爱好
者欣赏到俄罗斯年轻芭蕾舞新星奉
献的经典芭蕾舞节目，该团长期在世
界各地巡演，我省能将这样高规格的
芭蕾舞团请到海口来演出，既让我省
芭蕾舞爱好者大开眼界，也为海南文
化建设贡献了力量。

恭喜以下南国都市报网友中奖⬇

恭喜以下南海网网友中奖⬇

恭喜以下海南日报网友中奖⬇

球迷有奖竞猜

上期中奖球迷（第二十五期）

省直机关乒乓球赛开打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王

黎刚 通讯员吴钟权）2018年海南省
直机关“公仆杯”乒乓球比赛今天在海
南大学联谊馆开打。

据介绍，本次比赛是省直机关历
次乒乓球比赛中参赛人数最多的一
次，共有86个单位、635人参赛。比赛
设男子团体、男女单打等4个项目。

比赛由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
会主办，省乒协承办，海南大学协办。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记者卫
小林 苏建强）格莱美吉他音乐会7月
15日晚在省图书馆海图音乐厅举行，
2005年斩获格莱美音乐奖的英国著
名古典吉他演奏家大卫·罗素登台，为
海南乐迷演奏了14首经典吉他名曲。

据介绍，由于相继举办多场高雅
音乐会，海图音乐厅渐渐在海南乐迷
中树起了品牌效应，而此次举办世界
著名吉他演奏家大卫·罗素的吉他音
乐会，更进一步扩大了海图音乐厅高
雅音乐会演出平台的影响。音乐会
上，大卫·罗素为海口观众演奏了《阿
拉伯风格随想曲》《大霍塔》《格拉纳
达》《巴拉圭舞曲》《佛罗里达船歌》等

14首经典吉他曲，赢得海口吉他爱好
者热情的掌声。此外，来自我国中央
音乐学院、2017年荣获第13届美国
吉他基金会国际比赛青年组冠军的范
世龙和星海音乐学院的中国风格吉他
演奏家殷飚等嘉宾也参与助演，让椰
城观众大饱眼福和耳福。

赴海南举办音乐会前夕，大卫·罗
素在上海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曾表
示，他对美丽的海南岛向往已久，他说
他早就知道海口市，能到海南演奏吉
他、传播吉他音乐文化，是他最大的荣
幸。他还出乎记者意外地表示，他对
海南特产黄花梨非常关注，特别想借
这次赴海口演出之机，到海南实地考

察，看看能不能用黄花梨木材制作顶
级古典吉他。

大卫·罗素是英国苏格兰人，生于
1953年，他童年及青少年时期随艺术
家双亲在西班牙生活，因从小耳濡目
染，所以练就了一手高超的吉他演奏
技艺。16岁时移居伦敦并进入英国
皇家音乐学院主修吉他，副修小提琴
和法国号，曾两次荣获朱利安·布里姆
（英国吉他演奏大师）吉他比赛首奖，
从此开启了他作为世界顶级吉他演奏
大家的艺术人生。2005年，大卫·罗
素荣获第47届美国格莱美音乐奖古
典类最佳器乐独奏（吉他）奖，达到个
人吉他演奏事业巅峰。

英国吉他演奏家
大卫·罗素海口献艺
想借演出之机考察海南黄花梨能否制作古典吉他

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椰城演出

卡塔尔保证
将世界杯办得非同寻常

新华社多哈7月15日电（记者杨元勇）俄罗
斯世界杯15日落幕，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进入
倒计时阶段。卡塔尔国埃米尔塔米姆随后在社交
媒体上发文表示，卡塔尔将举办一届非同寻常的
世界杯赛事。

塔米姆在文中保证，“从今天起，卡塔尔将与
国际足联、整个体育界一同努力，携手合作，精心
筹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赛事”，力争使卡塔尔
世界杯成为“非同寻常的体育赛事”。

卡塔尔首相兼内政部大臣阿卜杜拉当日也
发文表示，卡塔尔将按照国家规划，全面完成开
发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特别是与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相关联的项目建设，保证办好世界
杯赛事。

根据卡塔尔官方提供的数据，卡塔尔政府为
成功举办世界杯赛事编列的预算达2000多亿美
元。卡塔尔政府保证，到2018年底，世界杯项目
建设将完成90%。

7月15日，巩立姣在比赛中。
当日，2018年田径世界杯在

伦敦进行。中国选手巩立姣在女
子铅球比赛中以 19米 90的成绩
获得冠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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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萨格勒布7月16日电 据克罗地亚媒体16
日报道，尽管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决赛中输给了法国队，
但克罗地亚举国上下仍为球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感到自
豪，热情的球迷蜂拥来到萨格勒布中心广场，准备迎接

“英雄”的归来。
在克罗地亚球员乘坐的飞机抵达首都萨格勒布之

前，已有数万名球迷聚集在了萨格勒布中心广场，他们挥
舞着克罗地亚国旗，身披红白相间的球衣，准备参加一场
盛大的庆祝活动。

在15日进行的俄罗斯世界杯决赛中，克罗地亚队以
2：4不敌法国队，但他们仍然创造了自己的历史，这个
400万人口的小国的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半决赛上击败
了英格兰队，第一次打入了世界杯决赛，整个国家都为此
兴奋不已。

据悉，克罗地亚国家铁路公司已将铁路票价减半，以
便球迷前往萨格勒布。此外，克罗地亚首都的市政当局
表示，16日全市的公共交通免费。

克罗地亚队回国受到热烈欢迎

➡ 7月16日，克罗地亚队球员在机场向前来迎接
的球迷招手致意。 新华社发

伦敦田径世界杯

巩立姣女子铅球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