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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就2018白沙啦奥门丰收节活动整
体氛围营造项目进行公开采购。项目概况：本项目为白沙啦奥门
配套服务，主要包含主会场舞台、现场布置、青松乡专场现场布置
（包括舞台）、七坊镇橙园氛围营造、邦溪百香果园氛围营造、会议
研讨氛围营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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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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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强的本地化服务能力，近两年有会展活动工作经验。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8年10月25日至10月31日，每
日上午8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30分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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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14时（北京时间）。

联系人及电话：张英66810514

2018白沙啦奥门丰收节活动整体氛围营造项目招标公告

根据海南鼎力达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17日
作出的股东决议，海南鼎力达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吸收合并琼中
光明电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海南鼎力达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存
续，琼中光明电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合并前琼中光明电能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50万元，海南鼎力达能源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2.01亿元，合并后存续的海南鼎力达能源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2.01亿元。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均
由合并后海南鼎力达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承继，请琼中光明电能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凭相关材料到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驶上述权利的，吸收合并
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联系人：张晓莹 联系电话：13518863370

特此公告

企业吸收合并、注销公告

海南鼎力达能源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琼中光明电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0月29日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拟建设的澄迈县金江镇山朝村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已具备施工、监理招标条件，现拟通过公开

招标方式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招标代理乙级或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具

有中级或以上职称。投标人于2018年 10月 31日至 2018年 11

月 1日 17时，由项目负责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企业

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2016年 1月 1日至今具有总投资

人民币1000万元（含）以上土地整理项目在海南省政务服务中

心平台代理业绩（附招标公告、合同协议书）盖章复印件及原件

到澄迈县金江镇金马大道澄迈县国土资源局501室报名。联系

人：王小姐 联系电话：67629558

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招标公告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2018年10月31日

关于解除《碧海蓝天认订书》的通知
尊敬的单吉平先生：

您于2016年12月31日签订了编号为0000211的《碧海蓝
天认订书》，拟购买我司开发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金街1号碧
海蓝天项目3号楼802号商品房。现因您不符合海口市“限购
令”政策规定的购房要求，我司无法与您办理《商品房买卖合同》
签约手续，我司对此深表遗憾。

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司正式通知您：自即日起立即解
除双方签订的编号为0000211的《碧海蓝天认订书》，碧海蓝天
项目3号楼802号商品房将由我司另行销售，您已付的购房款将
由我司无息退还给您，请您立即前来我司办理退款等相关手续
或立即书面形式函告我司您的退款的银行账号信息，以便我司
尽快给您办理退款转账事宜。否则由此导致我司无法为您及时
退款的一切责任均由您承担。特此函告！

海南林海大和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5日

城西之星项目建筑设计方案
及应用太阳能建筑面积补偿规划公示启事

城西之星项目位于城西路北侧，项目拟建1栋地上14层商业酒
店综合楼、1栋地上27层的办公楼以及1栋地上25层的住宅，送审方
案指标符合控规。建筑山墙退西侧用地红线距离为11米，满足最小
退线要求。项目利用西北侧的城西镇仁里村经济社用地设置一出入
口，已征得该经济社的同意。同时，建设单位申请应用太阳能热水系
统补偿建筑面积，经海南城建业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核查（琼A太阳
能核字【2018】019号），可补偿建筑面积303.56平方米。为征求相关
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10月 31日至11月 13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ghw.haikou.gov.
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 15栋南楼 2056 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0月31日

兹有海南神泉集团东风分公司所属开发地段，龙海泉城项目
经三亚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海南龙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
2014年1月取得了南田温泉国际热带风情旅游城F9-01-01地块
土地房屋权证，证号：[三土房（2014）字第00231号]，现因工程即
将开工建设，需迁移该项目建设征地范围内的所有坟墓，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原海南省国营南田农场东风分场田岸队北面（经
济农场北面），高架水渠西侧，水稻田边果园内，海南龙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土地房屋权证，证号：[三土房（2014）字第00231号]的南
田温泉国际热带风情旅游城F9-01-01地块征地范围内的坟墓。

二、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七日内迁出。
三、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请上述规划征地范围内的坟主亲属尽快到

神泉集团南田温泉开发区搬迁安置办公室,办理迁坟手续和补偿事宜，
在规定的时间七日内将坟迁移,逾期未迁的将视为无主坟，由神泉集
团南田温泉开发区搬迁安置办公室统一迁移，造成的损失和后果由坟
主自负,从公告发布之日起禁止在上述区域内葬坟,请广大知情群众
相互转告。高主任 电话：13005078616；陈主任 电话：18217205401

特此公告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执311号之二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6)海仲字
第203号裁决书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8年4月18日立案执行申
请执行人韩英与被执行人海南山木实业有限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
案。2018年10月18日，本院查封海南山木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位
于海口市海秀路59号海南华侨中学东区11#商住楼负一层竣工
图中(4)-(13)轴线部分共计943.05m2及一层竣工图中(1)-(13)、
(30)-(32)轴线部分187.62m2经营使用权及收益权；查封期限为
三年，自2018年10月18日至2021年10月17日。根据申请执行人
的申请，本院拟对上述查封房产的经营使用权及收益权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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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执
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将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374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374号执
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11月23日10时至2018年11月24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
口市国贸大道A6-1区华锦苑B024房。起拍价：1,616，960元，
竞买保证金：200,000元。增价幅度：10,000元。咨询时间：自
2018年11月12日起至2018年11月16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
休日除外），展示看样时间：2018年11月13日上午10点至11点
（自行前往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1月23日10时前于
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
(2)过户的税、费由竞买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
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院监
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10月30日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更正公告
我局于2018年10月17日刊登在《海南日报》B05版《儋州市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国土资公告【2018】5号）更正
内容如下：1.E1001 地块原建设期限 2 年，现更正为 30 个月；
2.E1001地块原挂牌起始价2263元／m2，现更正为2263元／m2（楼
面地价：808.21元/m2）；3. E1001地块竞买事项中，原该宗地竞得人
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与儋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以
及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儋州市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政府
组织被征收户团购商品房合同》，与那大镇政府签订《儋州市那大镇
番园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E1001地块）建设补充协议》。现更正
为：该宗地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与儋州市国土资
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以及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儋州市棚户区回
迁商品房项目政府组织被征收户团购商品房合同》。其它事项不变。

儋州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0月31日

文书文号

琼税二稽通〔81〕号、琼税二
稽通〔83〕号

琼税二稽通〔80〕号、琼税二
稽通〔2018〕78号

琼税二稽通〔85〕号

琼税二稽通〔2018〕30号、琼
税二稽通〔2018〕31号

琼税二稽通〔2018〕69号、琼
税二稽通〔2018〕70号

琼税二稽通〔2018〕89号、琼
税二稽通〔2018〕90号

琼税二稽通〔2018〕94号、琼
税二稽通〔2018〕95号

琼税二稽通〔2018〕87号

被查企业名称

海南建景元实
业有限公司

海南丰迪实业
有限公司

海南思弘佩物
资有限公司

海南鸿普实业
有限公司

海南弘泰利实
业有限公司

海南汇拓迪科
技有限公司

洋浦玄德实业
有限公司

海南威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通知内容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2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
第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1]四十九号）第五十四条、五十六条。
自2018年8月15日起，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稽查事项由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承继办理。原检查人员王烁晖、王春变更为王烁晖、刘钊。请你（单位）配合后续执法事项。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2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
第12号）。
通知内容：自2018年8月15日起，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稽查事项由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承继办理。限期提供相关财务资料及情况说明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2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
第12号）。
通知内容：自2018年8月15日起，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稽查事项由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承继办理。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2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
第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1]四十九号）第五十四条、五十六条。
自2018年8月15日起，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稽查事项由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承继办理。原检查人员王烁晖、王春变更为王烁晖、刘钊。请你（单位）配合后续执法事项。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2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
第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1]四十九号）第五十四条、五十六条。
自2018年8月15日起，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稽查事项由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承继办理。原检查人员王亚峰、赵骞、夏春荀、孟迪变更为王亚峰、龙世江。请你（单位）配
合后续执法事项。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2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1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1]四十九号）第五十四条、五十六条。
自2018年8月15日起，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稽查事项由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承继办理。原检查人员王亚峰、赵骞变更为王亚峰、龙世江。请你（单位）配合后续执法事项。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2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1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1]四十九号）第五十四条、五十六条。
自2018年8月15日起，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五稽查局税务稽查事项由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承继办理。原检查人员王亚峰、夏春荀变更为王亚峰、龙世江。请你（单位）配合后续执法事项。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2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
第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1]四十九号）第五十四条、五十六条。自2018年8月15日起，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八稽查局税务稽查事项由国家税务总局海南
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承继办理。检查人员由张勇、李由、梁亚玲变更为张勇、李由。请你公司按规定配合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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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10月30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琼税二稽告〔20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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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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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丰 迪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MA5RGGEF3N,法定代表人:李丽英)、海
南 鸿 普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MA5RGG6A1X,法定代表人:孙根峰)、海

南 弘 泰 利 实 业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GG618A，法定代表人：张运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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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

玄德实业有限公司（识别号：460040397988968，法定代
表人：张伟）、海南威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460100MA5RCAA313,法定代表人: 李亚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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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关注“碧桂园杯”环岛赛

陵水国际沙滩半程马拉松
12月2日举行

本报椰林10月30日电（记者李艳玫 通讯员陈
思国）29日，雅居乐清水湾·2018陵水国际沙滩半程
马拉松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赛事将于12月2
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旅游度假区举行。

本次比赛分为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
10公里和2.5公里家庭跑3个项目，还设有“迷你
马拉松赛（热身赛）”“城市推广跑”等活动。

2018年陵水国际沙滩半程马拉松赛为我省
百日大招商重点沙滩体育项目，将以打造全球超
长的沙滩半程马拉松为亮点，以“11公里超长沙
滩赛道＋10公里赛道”为特色，在赛事中融入黎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织锦”。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8世界
女子9球锦标赛组委会10月30日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布本届赛事将于12月3日至9日在三
亚市开战。

一年一度的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
是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顶级女子
台球赛事，每年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众
多顶尖美女球员参赛。本项赛事自
2009年引入中国，已经在中国成功举办

了九届。去年，本项赛事在澄迈举办，
今年移师三亚。从澄迈到三亚，世界
女子9球锦标赛连续两年落户海南。

据介绍，本届赛事为期7天，总奖
金17.5万美元，冠军将独揽4.4万美

元。赛事由世界花式撞球协会、中国
台球协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厅、三亚市人民政府主办，三亚市文
化广电出版体育局、北京国奥众合文
化有限公司承办。

世界女子9球锦标赛12月3日在三亚开杆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 （记者
王黎刚）“碧桂园杯”2018第十三届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八赛
段（乐东—昌江）30日结束，这也是
本届环岛赛的皇后赛段。在最后保
梅岭的总成绩争夺战中，意大利安德
罗尼车队的马斯纳达战胜了瑞士国
家队的吉诺·马德尔，成为了本届环
岛赛的新王者。中国恒翔车队的吕

先景本赛段拼到第四，提前一个赛段
问鼎本届环岛赛的爬坡王。

本赛段从龙沐湾出发至保梅岭，
全长197.2公里。虽然赛段较长，但
是最大关注点则是在最后的7.5公
里，车手要在最后时刻迎来平均坡度
达到7.2%的山顶爬坡，这也将决定
今年环岛赛总冠军以及爬坡王圆点
衫的归属。

进入最后7.5公里保梅岭HC级
爬坡的争夺时，突围集团逐渐瓦解。
在最后6.5公里，荷兰猴城车队彼得·
舒尔汀甩开突围同伴以色利单车学
院罗伊·戈登斯第安单飞进攻，此时身
后追击大集团的人数也在爬坡过程中
不断减少。令人惊喜的是身穿圆点衫
的吕先景依然在第一集团当中，并积
极领骑争冠集团追杀兔子。

进入到最后4.5公里，一直突围
的荷兰猴城车队彼得·舒尔汀被抓
回，比赛正式进入到总冠军之争。夺
冠热门、安德罗尼车队的马斯纳达率
先发动进攻，只有吕先景以及总成绩
排名第二的吉诺·马德尔能跟上他。
马赛车队的朱利安·埃尔法雷斯和以
色列单车学院车队的马蒂奥·巴蒂兰
提从后追击，并在最后2公里追上前

方三人集团。
最后五人集团的竞争非常激烈，

吉诺·马德尔和马斯纳达最后一公里
跑出，两人谁获胜都有可能成为本届
环岛赛的总冠军。最后600米，马斯
纳达再次发动进攻，吉诺未能跟上。
最终马斯纳达赢得了今年环岛赛皇
后赛段的冠军，并成为黄衫的新拥有
者，吉诺·马德尔获得第二。

意大利车手马斯纳达皇后赛段称雄
吕先景提前问鼎本届赛事爬坡王

“如今，承办环岛赛是‘香饽饽’，
很多市县积极性都很高。”海南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副厅长高元义
30日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2018 年“碧桂园杯”环海南岛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吸引了7支洲际
职业队、12支洲际队和1支国家队
共20支队伍参加。中外车手在为
期9天的赛程中，用“车轮”感受美
好新海南。在本届环岛赛上，别具
特色的嘉年华活动、上万名群众沿
途助威、各部门的鼎力配合，让一赛
事在海南火了。

2017年，碧桂园海南区域与环
岛赛首次合作，赛事全面迎来崭新面
貌，办赛水平显著提高。2018年，契
合的品牌理念和高度的责任感，让两
个品牌再次携手，双方表示将共同为
提高海南岛的国际知名度，贡献自己
的力量。

谈及冠名环岛赛的初衷，碧桂
园海南区域品牌管理部负责人程

菲说：“作为一项备受世人瞩目的
国际精品赛事和一项满载社会支
持的竞技体育事业，环岛赛被人们
越来越多地赋予‘健康、绿色、国
际’等标签。这跟碧桂园的企业理
念高度契合。”

自进驻海南以来，碧桂园海南区
域始终以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不懈奋斗着，紧跟城市发展的脚

步，已成功布局环岛赛历经的全岛优
势城市与湾区，以给四季候鸟一个梦
想度假地为服务宗旨，通过不断跨界
合作，携手“蓝卡健康”“祥颐养老度
假公寓”等，在“大健康”“创新养老”
方面不断实践与探索。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碧桂园
海南区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落实海
南省创建“美丽海南百镇千村”的建

设目标，投身于海南美丽乡村建设和
产业扶贫之中。截至今年9月，共在
海南区域的琼海、陵水、白沙等市县
开展公益扶贫项目44项，捐赠金额
超9000万元，直接受益人口5.1万，
惠及人口107.6万。

好口碑聚起高人气，办赛越来
越成熟，环岛赛追求突破的脚步仍
在继续。碧桂园与环岛赛品牌资源
的强强联手和优化整合，也将为美
好生活创造更多可能，为品牌共同
升级提供新的突破思路。
本报记者 王黎刚 通讯员 陈媛媛

环岛赛好口碑聚起高人气

海口街头篮球赛收兵
本报讯“爱海口·动起来”2018年海口街头

篮球赛近日在海口日月广场收兵。
据介绍，本次比赛共有16支球队参加。最终，

隆冠新天地贰队夺得冠军，流浪者队获得亚军，隆冠
新天地壹队获得季军，羊家庆获得三分球赛冠军。

国内知名街头篮球专业球员现场演绎花式篮
球。此外，组委会组织的三分球互动活动吸引了
众多球迷参与。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
海南自贸区嘉美利亚股份有限公司承办。（体讯）

中国队获体操世锦赛男团冠军

30日，在多哈进行的体操世锦赛男子团体决
赛中，中国队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