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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在以下时间段对融合支付
平台相关功能进行分批优化升级。

第一批：2019年3月18日20:00-19日06:00，升级期间影
响11888电话、短信方式翼支付充值话费约60分钟。

第二批：2019年3月19日20:00-20日06:00，升级期间影
响对账通知短信、营业厅活动营销领券失败通知短信的接收约
30分钟。

第三批：2019年3月20日15:00-21日06:00（因需要水务
公司、南方电网公司配合，需要安排白天），升级期间影响翼支付
APP对海南省水电费进行查询与缴费约30分钟。

第四批：2019年3月22日8:30-18:00（因需要中石油、中
石化及相关POS机商户配合，只能安排在白天），升级期间影响
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POS机、省内POS机商户、食堂POS机业
务约1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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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四日

拍卖公告
本公司依法接受委托，定于2019年4月2日上午10时在海南

省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136号禧龙国际大厦11楼举行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坐落于海南省海口市东方洋开发区椰海山庄碧
林阁3号房产，证载建筑面积363.93m2。起拍价400万元（有保留
价），保证金30万元。

标的过户税费按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二、咨询、展示、保证金交纳时间：2019年3月14日至3月29

日16时。本公司账户（户名：湖州晟昌行产权交易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9103001040009973，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湖州市分行）。

三、有意竞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交纳凭证于拍卖会开始
前办理相关报名手续，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交纳的以银行入账为准。

四、联系电话：莫先生0572-2090802 13615725992
严先生0572-2063155 18657262083
看样联系人：王女士 18889996371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苕溪东路355号康城

国际商务楼14楼
本公司网址：http://www.hzsunchina.com.cn

湖州晟昌行产权交易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4日 湖州晟昌行二维码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28号

海南正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557367504，

法定代表人：黄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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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

一稽检通一〔2019〕2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63

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韩文敏、蔡燕雄等人，自2019年1

月17日起对你公司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

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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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

我局提供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

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联系人：韩文敏、蔡燕雄

联系电话：0898-66770312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华信路5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

局第一稽查局906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3月14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26号

海南盛源堂医药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620020600；法

定代表人：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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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检查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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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一稽检通一〔2018〕8006号）主要内

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

派李庆斌、陈云、蒲春苗等人，自2018年8月22日起对你（单位）

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

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

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8〕8005号）主要内容：请

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我局提供2015年1月1日

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

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

定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3月14日
联系人：李庆斌、陈云、蒲春苗；联系电话：0898-66757385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311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19]25号

海南华伟元电缆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C

TWP3P；法定代表人：陈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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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检查通知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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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一稽检通一〔2019〕2号）主要内容：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李

庆斌、郭文敏等人，自2019年1月23日起对你（单位）2016年5月

25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

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届时请依法接

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20号）主要内容：请你

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向我局提供2016年5月25日至

2016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

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

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3月14日
联系人：李先生、郭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757385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311室

经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电脑随机选定并委托，由我公司对
下列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1、昌江县昌化镇456.72m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昌国用（2000）字第
昌化0020号]及地上附着物建筑面积456.72m2，土地用途:商业，参考价：人
民币86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9万元。

2、昌江县昌化镇262.94m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昌国用（2000）字第
昌化0021号]及地上附着物建筑面积392.16m2，土地用途：商业，参考价：
人民币40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万元。

3、昌江县海尾镇1022.86m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昌国用（2000）字第
南罗0003号]及地上附着物建筑面积362.91m2，土地用途：油库，参考价：
人民币196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

4、昌江县海尾镇808.07m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昌国用（2000）字第
南罗0005号]及地上附着物建筑面积284.68m2，土地用途：工业，参考价：
人民币43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万元。

现将第一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9年3月29日下午16
时。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
易大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3月
28日16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3月28日16时前到账
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开户行：昌
江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10928190001902。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1）昌执字第84-10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
明代某某缴纳）。7、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拍卖，土地均为行政划拨用
地，并有租赁，房产均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土地、房产属限购政策调整，不
协调过户问题，相关税费按法律规定缴纳。

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层
联系电话：68529777 13976111340
法院监督电话：0898-26692621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90329期）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制定行政
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
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为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和“放管服”改革，保障企业和行
业协会商会在制度建设中的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营造
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

境，在制定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
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
性文件过程中，要充分听取企业和
行业协会商会意见。

《通知》就充分听取意见相关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科学合理
选择听取意见对象。充分听取有代
表性的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以及律
师协会的意见，特别是民营企业、劳
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等市场主
体的意见。二是运用多种方式听取
意见。做好沟通协调，提高企业贯

彻落实的积极性。除依法需要保密
的外，要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三是完善意见研
究采纳反馈机制。对相对集中的意
见未予采纳的，要通过适当方式进行
反馈和说明。四是加强制度出台前
后的联动协调。要结合实际设置合
理的缓冲期，增强制度的可预期性，
为企业执行制度留有一定的准备时
间。要加强新出台规章的备案审查
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维
护法制统一。要注重制度执行过程

中的上下联动，避免执行中的简单化
和“一刀切”，不能让市场主体无所适
从。要注重制度实施效果监测，将后
评估结果作为有关制度立改废释的
重要依据。五是注重收集企业对制
度建设的诉求信息。主动及时了解
企业所需、困难所在，增强有关行政
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针对
性、有效性、可操作性。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把在制度建设中充分听

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作为推进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加快
建设法治政府，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加强组织领
导，健全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制
度建设工作机制，完善与企业的常态
化联系。要加强监督检查，建立健全
动态清理机制，加大规章备案审查和
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力度，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对未按规定听
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严格责
任追究。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通知》

保障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新华社南京3月13日电（记者刘巍巍）记者
13日从南京海关获悉，亚洲最大的重型自航绞吸
船“天鲲号”12日完成通关手续，从江苏连云港开
启首航之旅，标志着完全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疏浚重器“天鲲号”正式投产。

“天鲲号”是现役亚洲最大的绞吸挖泥船“天
鲸号”的升级版，全船长140米，宽27.8米，最大挖
深35米，总装机功率25843千瓦，设计每小时挖
泥6000立方米，绞刀额定功率6600千瓦，是目前
亚洲最大、最先进的绞吸挖泥船，也是目前世界上
智能化水平最高的自航绞吸船。

“天鲲号”此次航行为首次投产启航。

我国自主研发疏浚重器
“天鲲号”投产首航

天鲲号”驶离码头出港海试。 新华社发

英国议会下院
再次否决“脱欧”协议

据新华社伦敦3月12日电 英国议会下院12
日投票再次否决了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脱欧”
协议。议会下院将在未来两日投票表决英国是否

“无协议脱欧”或延期“脱欧”。
英国议会下院当天经过辩论，最终以391票反

对、242票支持的结果第二次否决“脱欧”协议。
因担心协议中涉及“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内容

将导致英国北爱尔兰地区被“留在”欧盟，部分保守
党议员及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议员投了反对票。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投票结果公布后说，她
对议会否决“脱欧”协议感到遗憾，她坚信这份协
议是英国能与欧盟达成的最好协议。她强调，议
会否决“脱欧”协议，就要承担英国最终无法“脱
欧”的风险。

英国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在投票后说，
首相必须承认，这份“脱欧”协议目前已名存实亡。

英国议会下院将于13日就英国是否“无协议
脱欧”进行表决。若“无协议脱欧”方案遭否决，英
国议会下院将于14日投票表决是否推迟“脱欧”。

根据目前安排，英国将于3月29日正式退出
欧盟。

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聚焦“四个着力”提出一系列务实管
用的举措，建立中央层面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
知》，近日在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中引
起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通知》充分表明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
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狠抓作
风建设的决心意志，鲜明树立了为基
层松绑减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
的实干导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将把
更多精力用在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
高质量发展上来，以优异成绩迎接新
中国成立70周年。

告别文山会海
为基层松绑减负

“《通知》是一场将我们从文山会
海中解脱出来的‘及时雨’！”安徽省亳
州市谯城区大杨镇纪委书记张静说，
以往，一些基层干部经常为了迎检备

查整理各类文件，为了获得好的考核
结果疲于奔命，现在能够将更多精力
投入实际工作，切实将党中央决策部
署落到实处。

近年来，上海市青浦区纪委监委
通过调研反馈等方式，解决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突出问题，切实为基
层减负。

“结合我们之前进行的调研情况，
《通知》指出的问题切中要害，提出的
举措非常有操作性，能让基层从写报
告、报材料，从文山会海、台账资料中
解放出来，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上
海市青浦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任章亮亮说。

作为脱贫攻坚一线的基层干
部，江西赣州市龙南县杨村镇黄坑
村第一书记辛士俊对《通知》提出的

“着力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
过度留痕的问题”深感振奋：“要建
立长效机制，从中央到地方统一数
据填报口径、检查考核标准。检查
考核要少一些条条框框，少一些打
板问责，多到现场看、多听群众说，
多一些指导帮助。”

树立正确政绩观
为干部“加油”

《通知》中强调的“树立正确政绩
观”让广大基层干部印象深刻。河南
省许昌市信息化管理服务中心干部刘
岩说，一段时间以来，为了评比而评比
使得基层工作“变味儿”，没有达到提
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目的，基层干部
有“出力不讨好”的感受。树立正确政
绩观，各种考核指标以人民群众获得
感为“指挥棒”，定能事半功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程文
浩指出，《通知》提出“着力解决党性不
纯、政绩观错位”，明确2019年为“基
层减负年”，显示了中央切实减轻基层
负担的决心。

“文山会海是存在多年的顽疾，基
层减负工作应着力建立长效机制，完善
制度化治理。”程文浩说，只有树立正确
政绩观，以增加大众福祉为考核标准，
以解决百姓的困难和问题为实际绩效，
基层才能避免陷入以文件落实文件、以
会议落实会议的“空运转”，才能真正打

好这场力戒形式主义的攻坚战。
“不少干部被困在办公室疲于应

付，想干事却‘抽不开身、迈不出腿’。”
在贵州省盘州市保基乡党委书记李金
平眼中，《通知》是中央为基层干部减
负，也是在给他们“加油”。松绑不是
松懈，基层干部不能“松劲儿”。

保基乡是贵州省的极贫乡镇之一，
2019年的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保基乡
冷风村村民段威说：“有了这些好政策，
基层干部更有思路、更有干劲，带领我
们奔小康，我们也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吃下“定心丸”
担当有作为

《通知》提出，正确把握干部在工
作中出现失误错误的性质和影响，切
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为担
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

“这句话给我们基层干部吃了一颗
‘定心丸’，有利于让敢办事、想办事的人
脱颖而出。”漳州市台商投资区环境保护
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吴雪飞说。

“实干、苦干的人总会得到认可，

《通知》为基层干部明确了未来努力的
方向。”吴雪飞说：“今后我们还将积极
落实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机制，保护
和激发干部工作积极性。”

湖北省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曾
因长期未有效解决“办证难、办证慢”
问题而被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中心吸
取教训，狠抓整改，开展了专项整治工
作，在减材料、减环节、减流程、减时限
上下功夫，先后推出了“互联网+不动
产登记”“一窗受理”等便民举措，群众
满意率大幅提升。

“《通知》是警醒更是鞭策。”中心
现任负责人周莹说，我们将始终坚持

“便民、高效、创新、规范”的工作理念，
不懈推进“放管服”改革向纵深发展。

“《通知》让我们意识到，在提高工
作能力、改进工作作风的过程中，必须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大连
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赵永勃
说，“对那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热点难点问
题，我们要勇于担当作为，不负新时代
赋予我们的职责使命。”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松绑不松懈 担当有作为
——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热议《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