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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1HN0004、XZ201901HN0005、QY201901HN0006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1、琼0A236（警）思域牌小轿
车，挂牌价为12000元；2、琼0A244（警）尼桑牌小客车，挂牌价为
13000元；3、琼0A245（警）尼桑牌小轿车，挂牌价为13000元；4、
琼0A248（警）尼桑牌小轿车，挂牌价为15000元；5、琼B29199奥
兰德牌小客车，挂牌价为25000元；6、琼E08801本田奥德赛牌
小轿车，挂牌价为17424元；7、琼B12516雅阁HG7201小轿车，
挂牌价为4000元；8、琼B30555雅阁HG7204A小轿车，挂牌价
为18000元。公告期为：2019年 1月 9日至 2019年 1月 22日。
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http://www.hncq.cn）、E交易（http://www.ejy365.com/）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
大 厦 18 楼)，电 话 ：66553038 吴 先 生 、66558026 郭 先 生 、
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
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月9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1HN0007

受委托，以下资产按现状进行公开招租：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
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
所网站公告。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在上
一年租金基础上递增5%,租赁期限为五年。3、公告期：2019年1
月9日至2019年1月22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
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
口，电话：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孙女士）、
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月9日

项目
名称

880平方米加工厂
及一条40吨稻谷
大米加工生产线

面积
（m2）

加工厂
880m2

挂牌底价/第
一年租金（元）

222960

保证金
（元）

120000

最小加价
幅度(元)

1000

限时竞
价时间

2019年1月
23日上午9：30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1月11日00:00－06:00分别对CDMA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系统优化

地区的3G漫游用户无线上网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九日

第二届海南迎春农产品扶贫展销会
时间地点：2019年1月23－27日海口
市秀英区长滨路五源河体育场举办。
主办单位：海南省总工会、海南省农业农
村厅、海南省商业总会，参展电话：
65396888 邮 箱 ：zgcicc@126.com

3个月狂收近3.8亿元！境外注册境内发展代理迅速扩张……

警惕互联网赌博新动向

专案组在北京、重庆等地调查
发现，印象彩票网站上所谓的各类

“彩票”只是为招揽赌客、掩饰赌博
行为而设置的“幌子”。此外，警方
表示，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的行为
也是被明令禁止的。2018年8月，
财政部等12个部门联合发布公告，
再次明确，坚决禁止擅自利用互联
网销售彩票行为，严厉打击以彩票
名义开展的网络私彩、网络赌博等
任何形式的违法违规经营活动。

许富利等民警介绍，随着打击
力度加大，服务器租赁管理逐渐正

规，国内互联网犯罪分子逐渐将网
站服务器、人员等转移到非洲、东南
亚等地，在当地缴税后就成了合法
生意。

由于这些犯罪嫌疑人用虚假信
息注册并藏匿在国外，不容易被发
现真实身份实施抓捕。“印象彩票网
站的资金结算主要通过互联网第三
方资金平台进行，很快就层层转移，
消失不见。网站的网址和一些结算
账号几天一换，也难以追踪。”大同
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案件大队大队长
王志华说。

类似赌博网站技术门槛并不
高。一些犯罪嫌疑人雇佣几名技术
人员就能完成网站搭建，通过线上
线下宣传后就开始大肆牟利。犯罪
嫌疑人高某德是印象彩票网站的一
名底层成员，他在2016年4月被舅
舅“带上道”后，在印象彩票网站负
责3万元以下的小额结算和资金转
移。2018年6月，高某德另起炉灶，
伙同他人投资几十万元搭建了新的
赌博网站“恒发彩票”。

警方表示，网络赌博发案分散，
建议各级、各部门加大协调力度。

同时，对倒卖身份信息的上游犯罪
也要进行专项打击。

民警表示，按照法律规定，明知
他人实施网络赌博犯罪，而为其提
供互联网接入、通讯传输、支付结算
等帮助的，才构成犯罪，但认定“主
观故意”很难。他们建议，尽快出台
新的司法解释，弥补法律漏洞。同
时，有关部门应严查为赌博网站提
供支付结算的第三方平台，堵住互
联网犯罪的下游资金渠道。

（新华社太原1月8日电 记者
孙亮全 胡靖国）

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购
买假身份信息“四套件”——身份证
号、银行卡、银行U盾和手机卡等，
利用虚假身份在境外建立“据点”，
开设服务器，专门针对境内人员进
行诈骗。

警方介绍，印象彩票网站公司
地址为菲律宾马尼拉，主要犯罪嫌
疑人有12名，均为国内人员。包括

一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和由技术、服
务及财务人员组成的三个小组。

犯罪团伙通过招募代理人引诱
赌徒参与，迅速实现扩张。他们将
服务器架设好，接入福利彩票的实
时数据后，便开始以高额回报为诱
饵在国内发展代理和参赌人员。警
方调查发现，该赌博网站的各级代
理涉及河北、山西、浙江等16个省

份，65个地市，涉案人员300多人。
杨某输了几十万元之后，于

2017年1月注册了一个代理账号，
以发展下线代理或下线参赌客户的
方式挣佣金。下线代理或下线参赌
客户在网站下注成功后，杨某可得
到赌资的5%到10%作为佣金。杨
某通过在QQ群里发布广告等方式，
发展了包括高某英在内的9名下线

参赌人员和一名下级代理，参赌资
金达130多万元。

大同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许
富利介绍，诈骗团伙一般会让参赌
者先赢一点尝到“甜头”，等其上钩
后，在后台通过人工操作或者算法
更改下注结果进行诈骗。高某英
说：“明明压的是大，开奖时眼睁睁
地变成了小。”

2017 年底，50 岁的山西大同
市民高某英经“网友”杨某介绍，上
了一个名为印象彩票的境外赌博
网站。杨某说，这家网站设在境
外，以彩票实时数据为输赢参考依
据，赔率高且玩法多。

追求刺激的高某英注册账户
开始尝试，很快赢了1万元。但从
2017年冬天到2018年夏天短短半

年间，高某英输掉了20多万元。
警方查证，印象彩票网站通过

网络在线接收客户注册，对北京
赛车、重庆时时彩、极速时时彩等
项目进行下注，按照输赢结果进
行兑付，客户输了的钱就是网站
的盈利。

高某英参与的赌博项目是北
京赛车。印象彩票网站接入福利

彩票中北京赛车的实时数据，在
网站下注后，网页上会播放北京
赛车的实时画面，比赛结束后开
奖。玩法多样，压对即赢。这些
项目分不同的盘口，各个盘口赔
率各异，但都比正规售卖的福利
彩票赔率要高。

大同市某煤矿临时工杨某从
2016年开始成了该赌博网站的常

客，陆续输掉几十万元。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赌博网站

的公司账户在3个月内入账近3.8
亿元。警方在福建省泉州市、浙江
省杭州市、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
市等地成功抓获7名犯罪嫌疑人，
冻结资金300多万元。目前，犯罪
嫌疑人已经被大同市人民检察院
批捕，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3 个月内赌博网站
账户疯狂收入 3.8 亿
元！各级代理涉及河北、
山西、浙江等16个省份，
涉案人员300多人。

山西大同警方近期
侦破一起公安部督办的
大型境外网络赌博案
件。在该案中，网站代理
遍布国内16个省份。警
方调查发现，犯罪团伙将
窝点设在境外，专门针对
境内赌徒设置骗局。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新闻发言人1月8日在北京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月7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访问。

金正恩对中国进行访问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郁琼源）国家税
务总局12366北京纳税服务中心近期接到纳税人
来电咨询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相关问题，12366北京
纳服中心负责人就有关问题8日回答了记者提问。

近日，各省市税务部门在开展个人所得税相
关政策培训辅导时，有部分纳税人反映，在登录个
人所得税APP时，发现“任职受雇信息”中出现自
己从未任职的单位信息。

这位负责人说，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是个人的
身份信息被冒用了。一方面纳税人可以在APP
上点击该单位名称，并通过右上角的“申诉”按键
发起“申诉”，此时，不会影响纳税人办理涉税事
项，也不会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税
务部门将尽快核实处理您的涉税信息冒用问题，
如情况属实，税务部门将对冒用单位或个人的涉
税违法问题依法进行处理。

对单位员工提供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作为财
务人员，是否需要逐项核实信息后才能办理扣除？

“不需要。”这位负责人说，根据有关规定，纳
税人自己对填报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因此，作为扣缴单位的财务
人员，不需要逐项进行核实。如果有员工填报信
息不完整的情形，那么可以补正或重新填报。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自2019年1月1日起就
可以享受，有的纳税人不确定本人房贷是否符合
扣除条件。担心如果报送专项扣除信息，万一不
符合会影响本人信用。如果不报送，又享受不到
个税改革红利。

遇到这种情况，这位负责人说，如果纳税人对
本人或配偶的房贷是否符合条件还不太确定，可
以抓紧查阅合同或者咨询有关部门，尽快确定是
否符合条件。如果确实在单位发工资前来不及报
送，也没关系，可以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再填报扣
除信息。对2019年1月1日之后符合条件应当
享受而未享受的扣除，纳税人可在向单位报送相
关信息后的年内剩余月份补充享受；也可在次年
3月1日至6月30日内，通过向税务机关办理综
合所得汇算清缴申报时享受扣除。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遇到问题怎么解？
——国家税务总局12366北京纳税
服务中心负责人就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中央政法委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
调查“千亿矿权案”卷宗丢失等问题

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记者杨维汉、罗沙）记
者8日从中央政法委了解到，针对网上反映最高人
民法院二审审理的陕西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诉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合作勘查合同纠
纷案卷宗丢失等问题，近日，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参加，成
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纪开展调查，相关事实查清后
将向社会公布。调查组同时公布了联系电话。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召开会议，表示坚决拥护
中央政法委牵头的联合调查组调查“千亿矿权案”
卷宗丢失等问题，将全力配合联合调查组工作。

做实首要职责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全面从严治党启新局之“监督篇”

党的十九大对
健全党和国家监督
体系作出战略部
署，提出构建党统
一指挥、全面覆盖、
权威高效的监督体
系的目标任务。

一年多来，从
深化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到构建
国家监察体系，从
深化创新组织方式
高质量推进巡视全
覆盖到深化派驻机
构改革推动派驻监
督体制机制更加完
善，不断建立健全
纪律监督、监察监
督、巡视监督、派驻
监督“四个全覆盖”
的权力监督格局，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

做实首要职责
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党的十九大把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写入
党章，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实践、理论和制度创
新成果。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两个责
任”落实落细落地。

2018年1至11月，全国共有1.1万个单位党委
（党组）、党总支、党支部，224个纪委（纪检组），5.3
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成为常态。

——全面了解掌握政治生态，注重把握好“树
木”和“森林”的关系。

2018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处理114万人次。其中，第一种形
态72.9万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的63.9%；
第四种形态3.6万人次，占3.2%。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格依规依纪依法。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是一、二是二，不主观

片面，不随意放大或缩小；坚持宽严相济，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对于那些迷途知返、投案自首、配合审查
调查的干部，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出路、兑现政策。

——聚焦监督第一职责、持续提升监督效能。
随着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把主要精力放在党员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上，抓住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这个

“牛鼻子”不放松，重点突出、指向明确。

1月8日，乘务人员在进行指引手势礼仪培训。
2019年春运临近，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重庆客运段组织动车组乘务人员进行基础业
务、妆容礼仪等方面的集中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集中培训服务春运

警惕互联网赌博新动向

用假身份在国外建立“据点”

赌博网站3个月狂收近3.8亿元

新华视点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国家监察体系总体框架初步建立

2018年3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
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热烈的掌声在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响起。

作为反腐败国家立法，监察法的制定出台，使党
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对于构建集中
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影响，为反腐败工作开创新局面、夺取反腐
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开以来，各省区
市党委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当好“施工队
长”，纪委负起专责，人大机关、组织、政法、检察、机
构编制等部门密切配合，市县结合实际压茬推进。
省、市、县监委组建和人员转隶全面完成，试点工作
取得重要成果。

3月23日，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组建、正式挂
牌，各级监委工作有了法律依据、组织机构和人员保
障，国家监察体系总体框架初步建立，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进入新阶段。

为进一步推动纪法贯通、法法衔接，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出台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
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国家监察委员会
管辖规定（试行）》《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暂行规定》等
30余项法规制度，制定信访举报、线索处置、审查调
查、案件审理等方面制度规范，推动纪检监察机关依
规依纪依法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

高质量推进
巡视监督、派驻监督全覆盖

高质量推进巡视全覆盖，不仅在有形覆盖上探
索创新，还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提高巡视
质量和效果。中央巡视机构制定了巡视报告问题
底稿制度，要求凡是写进报告的问题都要有具体的
人和事作支撑，对发现的问题历史地、辩证地分析
和定性，如实报告。

“对党中央负责，对被巡视党组织负责，对党员
干部负责，使巡视工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党委共对2120个党组织开展巡视，市县巡察工
作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市、县两级党委共对12万个
党组织开展巡察，发现各类问题97.5万个。140个
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管企业和中管金融企业党组
（党委）开展了巡视工作。中央、省、市、县四级巡视
巡察工作体系更加完善。

巡视监督持续发挥“利剑”作用，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统一设立46家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中央一级
党和国家机关129家单位。

2018年10月，《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
驻机构改革的意见》印发，进一步明确了派驻机构
职能定位，完善派驻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提
高派驻监督全覆盖质量；赋予派驻机构监察权限，
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行监察全覆盖。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记者 罗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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