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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开发银行）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直
属国务院领导、支持中国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具有
独立法人地位的国有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发银行以“增强国
力，改善民生”为使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金融改革要
求，紧紧围绕服务国家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建立市场化
运行、约束机制，建设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
全、服务优质、资产优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为国民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自2006年8月成立“审计举报办公室”以来，开发银行公开
受理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举报，取得了较好效果。为进一步确
保国有资产质量稳定和维护资产安全，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热
忱欢迎社会各界对开发银行资产安全进行监督，对造成或可能
造成开发银行支持领域内国有资产、国民资产损失和危害或可
能危害开发银行利益等行为进行举报。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监督范围

与开发银行资产相关的项目法人及组织。包括开发银行
各类资产项目及客户，为开发银行资产提供各类担保的客户，
以及开发银行的管理资产所涉及的其他客户等。

二、监督内容
（一）利用虚假的经营信息及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

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利用不真实或虚假的客户信息、经营
信息、财务报表、项目情况等申报材料，骗取开发银行资金等
行为。

（二）挪用、挤占、侵占开发银行资金的行为。包括借款人
或用款人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将项目资金挪作他用，或非法占
用、私分和转移，或造成重大损失和浪费，以及有其他违法违规
使用等行为。

（三）恶意拖欠贷款本息或悬空开发银行债务的行为。
包括企业借资产重组、改制等重大经营事件，转移和抽逃资
金，逃避和悬空债务，以及其他有意、故意、恶意逃废债等
行为。

（四）提供虚假担保的行为。包括担保企业利用不真实或
虚假的财务报表、产权文件，办理虚假登记等方式，为开发银行
支持项目提供虚假担保等行为。

（五）其他侵害开发银行权益和危害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等
行为。

三、举报方式
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情况，可采用书信、来访、电话

等形式，随时向开发银行反映或举报。举报人应自觉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举报人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客
观性负责，不得主观臆测、捏造事实、制造假证、诬告陷害他
人，否则须承担法律责任。举报人反映或举报可以署名或匿
名，但为尽快了解更详细情况以启动调查程序并及时反馈有
关处理结果，提倡举报人实名举报并留下详细联系方式，开发
银行承诺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依法给予保密。举报人请不要重
复举报。

四、奖励

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且避免或挽回开发银行资产损失
的，开发银行将视具体情况给予举报人奖励。

五、受理联系方式
（一）总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6号国家

开发银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100032）
电话：010-68333171
（二）分行
举报受理或来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长怡路甲1号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审计举报办公室（邮编：570311）
电话：0898-68728568
六、此公告由开发银行负责解释，相关内容已在国家开发

银行网站上予以公布
特此公告

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
2019年4月12日

关于受理社会各界对国家开发银行资产安全监督举报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美兰区税务局
税务事项通知书
海口美兰税通〔2019〕2001号

许尚银：（身份证号：320105196505080210）
事由：你租赁经营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胜景东路5号，海

口市白沙门温泉度假村小区一期的三栋住宅楼首层房屋，取得收入
未申报纳税，未办理税务登记。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六十条
通知内容：请于2019年4月16日前携带本人身份证、房屋产权证、

房屋租赁合同（协议）到海口市美兰区税务局办理税务登记及申报纳税。
如对本通知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上一

级税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

2019年4月 3日

邀请招标报名公告
海南省贫困户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设计、装修等室内装修工

程和爱心扶贫集市高校（社区）专场活动现向社会招标，欢迎有关
单位报名参加投标。一、贫困户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地点：海口市
秀英区海榆中线30号鑫海华庭二楼，面积250平方米。二、投标要
求：投标单位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具备广告设计与制作、室内装修服务和活动现场搭建维护等相关
从业经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较强的
专业化服务能力和设计团队，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采购人规定的
条件。三、报名时间及地点：参加投标者，请于2019年4月16日持
公司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以上提供文件均加盖公司公章），递交到海口市海榆中线30号鑫
海华庭3楼内审部办公室。联系人：俞先生电话：13322093344

海南海供乐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1日

海南成信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4月19日10时在屯昌县财政局

八楼会议室按现状公开拍卖：屯昌县执法局罚没建筑河沙

约1879.2m3，参考价：35.5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标的

展示时间：自见报日起至4月18日止；标的展示地点：屯昌

县屯城镇环东二路与兴业路交叉口处；收取竞买保证金时

间:以2019年4月18日12:00前到账为准；办理竞买手续

时间：2019年4月18日16：00时前。联系方式：海口市华

海路 15- 3 号经贸大厦九层写字楼；电话：（0898）

65308910 、67818921.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132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 琼0106执恢132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5月20日10时至2019年5月21日10时止
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次公开拍卖海口市龙华路椰
岛广场-C栋(5#)25层2506房(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
产权第 0008863 房合同备案号:L00064870),起拍价:2270000
元，竞买保证金:45万元。咨询时间:自2019年5月6日起至2019
年5月15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组织看样时间:2019 年
5月17日上午10时(自行前往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5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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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登记，拍卖成交后由买受
人自行办理并承担风险; (2) 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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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2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 年4月17日

（00:00－06:00）对VOLTE(高清语音)系统进行优化。届

时，VOLTE(高清语音)手机用户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

响,如果发现不能拨打电话，请关机重新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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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遗失声明
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陵水

分公司遗失开具给陵水骏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荣逸温情酒店的海南增值税

专用发票一张（含发票联和抵扣联），发票

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06639287，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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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号

海南好亦康医药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460100780738208，法定
代表人：许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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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税一稽通
〔2019〕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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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派检查人员对你公司2011年1
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

少申报收入的违法事实, 限你公司收到本通知书后7日内，来我局对
涉嫌少申报收入的违法事实予以核实确认，或提供有关证据。你公司
有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我局将
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联系人：秦鸣、王尤精
联系电话：0898-66770306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华信路5号国家税务总局省税务局第一

稽查局901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4月12日

■ 本报记者 杜颖 李佳飞

从一个小的盗车案件入手，顺
藤摸瓜最终破获盗车团伙大案；临
危不惧成功控制网上通缉犯，并顺
利交接给公安部门审理。近日，文
昌市潭牛镇城监队长李志东见义勇
为的事迹，受到邻里和辖区群众的
点赞与好评。

勇擒盗贼送公安

李志东是文昌市潭牛镇城监队
队长。

2019年4月初有群众反映，在文
昌动车站停车场一辆雅马哈女士摩托
车不翼而飞。李志东意识到，这或许不
是一起简单的摩托车失窃个案。

4月7日起，李志东带领潭牛镇城
监队员，在人流密集的大潭路口连续

两晚对来往的车辆进行观察蹲守。
功夫不负有心人，9日凌晨1点

半，2名行踪可疑的男子出现在大潭
路口。经仔细辨认，其中一名蹲点队
员邢某确定其中一名男子骑的，正是
自己以前被偷的那辆摩托车。

眼见两名窃贼渐行渐远，机不可
失，李志东一声令下，带领城监队员迅
速开车包围了上去。

两名窃贼见状，一时慌不择路，骑
车钻进了附近的村子里。

李志东和城监队员们立马下车，在
村子里四处搜寻。然而由于当时天色
已晚，视线不佳，又怕惊扰了村民们，李
志东决定返回大潭路口继续蹲守。

十几分钟后，听到村里的狗不停叫
唤，李志东判断2名男子还躲在村里，便
带蹲点领队员进入村中，根据狗叫的声
音推断2名男子所在的位置进行搜寻。

突然，李志东和队员看到2名嫌

疑人从一处偏僻的屋子里走了出来。
这时，李志东一边大喊，一边上前将其
中一名男子扑倒。而他的队友，则将
另一名男子抓获。

将2人控制住后，李志东联系了
辖区的文昌市城北派出所。派出所民
警到达现场后，将嫌疑人带回城北派
出所审理。

牵出犯罪团伙来

在城北派出所，经过派出所民警
的努力，2名犯罪嫌疑人说出了他们
盗车团伙的大本营。

原来，这背后是一个有组织的盗
车团伙。

派出所干警据此顺藤摸瓜，在这
个犯罪团伙的大本营，又抓获了2名
女性犯罪嫌疑人，并将2人带回城北
派出所审理调查。

在派出所民警的心理攻势和政策
劝说下，这2名犯罪嫌疑人同意通过微
信的方式，将该团伙的其他人一个一
个约出来，然后再由警方逐一抓获。

截至目前，警方通过这种方式，又
抓获嫌疑人2名，确定嫌疑人6名，缴
获被盗摩托车9辆，总价值约4万元。

由于案情重大，目前该案已移交
文昌市刑警大队继续跟进调查。

冷静擒拿通缉犯

据了解，李志东自参加工作以来，
见义勇为的事迹不只一件。2015年，
李志东还曾经抓获一名网上通缉犯。

据介绍，2015年 7月初晚11点
多，李志东在潭牛富力加油站附近喝
茶时，看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推着
一辆女士摩托车前来加油。

基于职业敏感，李志东便上前询

问该男子从哪里来，该男子回答从文
城过来，车子没油了。

李志东偷偷用脚去碰摩托车排气
管，发现排气管是凉的。因此李志东
怀疑该男子是偷车贼。

接着，李志东让他拿出身份证证
明，男子说没带身份证。

随后，男子加了21元油，却掏出
50元付款，说不用找零，急着要走，行
为很是反常。这时李志东果断上去将
男子扑倒在地，并联系派出所。

派出所民警过来后，将男子带去
派出所调查。

经派出所民警核查，发现该男子
是网上通缉犯，后交给公安部门审理。

临危不惧、有责任和担当，在当前
扫黑除恶的大背景下，李志东临危不
惧，勇敢地和黑恶势力作斗争的行为，
受到社会好评。

（本报文城4月11日电）

文昌市潭牛镇城监队长李志东好样的！

见义勇为擒盗贼 顺藤摸瓜破大案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梁
振君 符王润 通讯员詹秋月 谭莹）4
月11日，中国电信海南公司、海南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兴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在海口举行智慧医院（5G）创
新实验基地合作签约仪式并为基地揭
牌，标志着中国电信海南公司5G将
正式应用于医疗实践。

据中国电信海南公司副总经理张

小建介绍，海口是国家批复中国电信
在海南开展5G规模组网及应用示范
工程项目建设的两个试点之一，承担
着国家5G试验重要任务。在刚刚结
束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中
国电信海南公司在博鳌乐城演示了远
程诊疗及急救等5G应用，大带宽、高
速率、低时延的5G网络实现了远程
医疗和现场急救车的实时连接，为急

诊转运病患的救护提供了良好保障。
根据协议，有关合作方将利用中

国电信大带宽、低时延、大连接的5G
网络实现医院内部信息系统连接，建
设智慧医院（5G）创新实验基地，致力
研究5G应用在远程医疗、远程急救、
远程手术等医疗手段，将海南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打造成5G智慧医院。
此外，利用5G网络，还将建立起海南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与省内其他医院
间的医联体远程医疗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海南医院医疗服务水平，解决广
大百姓看病难、看病远等问题。

据介绍，通过中国电信海南公司、
中兴通讯的 5G网络技术及设备支
持，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将逐步
应用远程手术、远程B超等医疗手段，
通过为手术融入VR技术的逼真体

验，帮助医生在模拟世界中交流分享
经验，实现远程诊疗手术各流程的无
缝对接。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救护
车还将安装5G应用设备，出诊途中
可通过5G网络实时回传患者急救情
况，使医生的检查及诊断不受空间限
制，为应急抢救车和偏远地区提供优
质高效的医疗急救服务。

我省首个智慧医院创新实验基地揭牌成立

5G将正式应用于海南医疗实践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设立和运行规定
第一条 为创新海南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乐城先行区）
管理体制机制，规范海南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乐城
管理局）运作，根据法律法规精神，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乐城管理局是依照法规规
章设立的乐城先行区法定机构，经地方
性法规授权，履行相应行政管理和公共
服务职责。

第三条 乐城管理局在省政府的直
接领导下，坚持企业化、专业化运作和与

国际接轨的基本原则，统筹规划，整体推
进乐城先行区国际医疗旅游和高端医疗
服务的高标准高质量发展，实现医疗技
术、装备、药品与国际先进水平“三同
步”，将乐城先行区打造成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
要先行区。

第四条 乐城管理局实行局长负
责制。乐城管理局应当按照精简、效
能原则设置内设机构和岗位，按照公
平、公正、竞争、择优原则，实行市场
化为主、多种用人方式并存的用人机

制，建立与绩效目标相适应的薪酬管
理制度。

第五条 乐城管理局日常运行和人员
薪酬经费纳入省级财政预算，其它相关收
入全部用于乐城经济发展。

第六条 省政府主要通过乐城先行
区领导小组对乐城管理局进行领导。领
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和重大决策，乐城
管理局负责执行，并定期向领导小组报
告工作。

第七条 省直各部门根据乐城先行
区开发建设需要，按照精简高效和综合

设置的原则，依规定程序在乐城先行区
设立派驻机构，负责相关行政管理和公
共服务工作。

第八条 乐城管理局根据工作需
要，可设置业界协商共治平台和咨询机
构，为乐城先行区发展提供意见和建
议。

第九条 乐城管理局应当建立信息
披露制度，依法公开重大事项、财务预决
算、年报等情况，接受省政府财务审计和
监督。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设立和运行规定》已经
2019年3月19日七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
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省长 沈晓明
2019年4月3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 283 号

三亚“发现最美旅游人”
启动投票环节
321名候选人入围

本报三亚4月11日电（记者林诗婷）4月10
日，主题为“最美旅游人·情暖心旅途”的2019三
亚“发现最美旅游人”活动公众投票阶段正式启
动，来自三亚各涉旅相关职能部门及企事业单位
的321位候选人通过初审，进入公众投票环节。

据悉，此次入围公众投票环节的候选人均来
自三亚涉旅一线服务岗位，包括导游员18人、景
区内导员27人、前厅接待员37人、客房服务员39
人、餐厅服务员38人、旅游司机26人、旅游救生
员34人、旅游导购员32人、旅游志愿者36人和
旅游守护者34人。

本次活动的公众投票系统于4月10日9时正
式上线，于4月16日关闭，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
等媒体平台进入公众投票系统，为支持的候选人
进行投票。其中，每个微信用户每天可分别对十
个岗位类别投5票，对单个候选人的投票每天不
超过5票。

海口一超市11人
被困电梯获救

本报海口4月11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赖柳婷）4月11日19时30分，海口支队119指挥
中心接到民众报警，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五
西路南国超市有人被困于电梯中，由于天气炎热，
加上电梯里密不透风，民众们喘不过气，情况紧
急，请求指挥中心立即进行救援。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海甸中队1辆抢险救援消
防车以及消防指战员赶往现场。

19时34分，海甸中队到达现场。
经现场询问确认，南国超市1楼的西面电梯

有11名青年男性在电梯下楼时被困于1楼，他们
拨通电梯里的故障电话，10分钟仍无人解决。因
天热难耐，被困者拨打了119报警电话。

根据现场情况，指挥员命令：1名战斗员用万能
钥匙打开电梯，另1名战斗员对电梯门进行扩张。

19时38分，中队将被困的11名人员救出，确
认现场人员无其他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