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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下列资产进行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资金实

力或良好信誉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资产清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本公告有效期为28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为28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相关人员联系。本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
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898-68623077。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inmin@cinda.com.cn。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以上资产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
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
名称

临高思远饲料
有限公司、临
高思远实业有
限公司 2 户债
权包

海南华商贸易
有限公司

乐东圣霖橡胶
工贸有限公司

海南鼎盛祥实
业有限公司

资产
种类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截至2019年
3月31日
债权总额

44014.18

15599.84

4123.76

2020.66

所在地

临高县

海口市

乐东黎族
自治县

海口市

资产（包）基本情况

抵押物：临高县金牌蔬港公路西侧31468.58平方米
工业用地；质押物：临高思远饲料有限公司100%的
股权（3000万股）；可参与分配资产：1.两块海域使
用权23.62公顷、26.2443公顷；2.位于临高县临城镇
临城糖厂后面约305亩住宅用地；保证：临高思远实
业有限公司、临高思远饲料有限公司、海南海上丝绸
之路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潘勇、谢晓婷、海南中联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海南远大船业有限公司、临高县渔
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海南思远食品有限公司、郑立
钢、王瑞珍
抵押物：1. 龙昆南路89号汇隆广场103、202、302
号商铺；2. 黄山市太申祥和山庄有限公司以位于黄
山经济开发区太申山庄20幢1号等54套别墅；保
证：程祖兴、陈祖淼
保证：林常青、张新永、张良福、中汇财富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
抵押：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235号兆
南西海豪园v8609、v8611房屋及土地；保证：杨盛、
潘海澄

联系人

李女士
潘先生

联系电话

0898685
35607、
0898685
12760

邮箱

liqian3@cinda.
com.cn、

panyi@cinda.
com.cn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 南 纳 瑞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CMFG2F，法定代表人：何日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和五十四条规定，
我局对你公司2016年4月27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涉税情况进行
了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涉案
发票13份，发票金额合计810,785.05元，发票税额合计137,833.46
元）和存在有大宗交易未付款情况，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现需
你公司对检查发现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和存在有大
宗交易未付款情况予以核实确认，或提供有关证据。鉴于目前你公司
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法定代表人，财务联系人均无法联系，相关涉税
文书无法直接送达，现将《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64
号）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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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
出处理。

《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64号）主要内容：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和第五十四条规定，我局派检
查员对你公司2016年04月27日至2018年8月31日的涉税情况进
行了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涉
案发票 13 份，发票金额合计 810,785.05 元，发票税额合计 137,
833.46元)和存在有大宗交易未付款情况。限你公司收到本通知书后
7日内，来我局对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事实和存在有大宗
交易未付款情况予以核实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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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蒲女士、陈女士
联系电话：0898-66770376
办公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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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琼税一稽告[2019]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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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号
海 南 宝 昌 飞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HN3720，法定代表人：丁朝辉)：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经过多次电话联系无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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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

（琼税一稽通〔2019〕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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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派李天葵、盛合、曾德燕、吴朝玲等人，自

2019年3 月25 日起对你（单位）2017 年6月21日至 2019年2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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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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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1日至2019年2月28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

及其他纳税资料。

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天葵、盛合、曾德燕、吴朝玲

联系电话：0898-66713051

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602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4月26日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向越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致唁电，代表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越
南前国家主席黎德英逝世表示沉痛的哀
悼，向其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黎德英同志为越南
国家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两
国关系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他的逝

世使越南人民失去了一位卓越领导
人，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

习近平表示，相信在阮富仲总书

记、国家主席同志坚强领导下，越南党、
政府和人民必将化悲痛为力量，在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越南前国家主席黎德英逝世

习近平向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致唁电

4月 25日无人机拍摄的
国家海洋博物馆（全景照片）。

坐落于天津滨海新区中新
生态城滨海旅游区的国家级综
合性海洋博物馆，将于5月 1
日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国家
海洋博物馆将首批开放“远古
海洋”“今日海洋”“发现之旅”
和“龙的时代”四个展厅，展示
面积共7000余平方米。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国家海洋博物馆
5月1日试运行

生态旅游“大文章”文旅融合绽光彩
——广西边关风情旅游带建设纵览

从鹅泉的秀美山水到德天跨国大瀑布的磅礴气势，从左
江花山岩画的“无字天书”到千年雄关友谊关见证历史沧桑，
四月的广西，如画风景引人醉。近年来，广西在边境地区狠
抓重大旅游项目建设和旅游品牌创建，强化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如今，一条位于祖国西南边陲的中越边关风情旅游带
“走出深闺”，吸引无数游人前来探秘。

走过山脚下的莲花步道，一汪清
泉出现在眼前，清澈湛蓝。边境线上
的鹅泉，静谧的田园风光让人流连忘
返。“2016年底开始，鹅泉开发的思路
就集中在‘静、净、绿’三个关键字上，
对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提高游客
游览的舒适度，努力保留原汁原味的
自然风光。”靖西市新发展投资集团董
事长杨召宇说。

几十公里外，同样位于中越边境
的通灵大峡谷汇聚了2300多种植物，
峡谷内富含负氧离子。当地始终遵循
保护性开发的原则，将生态环境保护
作为景区开发的前置条件。“去年60
万人次游客慕名而来。二十年坚守生
态保护，绿水青山终见金山银山。”通
灵大峡谷景区总经理李洪涛说。

在崇左，当地全力推进“厕所革
命”，各县城区、景区之间旅游公路建

设加快推进，旅游交通标识体系、旅游
信息咨询服务中心等相关配套服务设
施进一步改善。

在中越界河归春河上游，德天跨
国瀑布气势磅礴，与紧邻的越南板约
瀑布相连，形成亚洲最大跨国瀑布。
近年来广西在此相继建成了游客集散
中心、游客接待中心、观景平台、栈道
等服务设施。2018年，德天景区成功
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成为国家
级山水名片。

随着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不
断完善，广西边关风情旅游带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稳步提升，“山水画廊”吸
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数据显示，2018年广西8个边境
县（市）共接待游客5327.18万人次，
同比增长25.8%，旅游总消费约500
亿元，同比增长约30%。

八桂大地上，浓郁的边关文
化、民族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特
色文化底蕴丰富。对此，广西推
动文化和旅游在资源、产业、市场
等领域深度融合，并以文化创意
为依托，推动更多资源转化为旅
游产品，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的休
闲需求。

靖西市新靖镇的旧州街山水
如画，壮族民俗风情浓郁。当地制
作的传统工艺品——绣球闻名全
国、畅销海外，被誉为“中国绣球之
乡”。在古朴的街道上，几乎每家
每户都有居民坐在门口制作绣
球。76岁的黄肖琴告诉记者，本
地出产的绣球是热销的旅游纪念

品，使用堆绣工艺做的绣球更是
“抢手货”，并已出口到美国、挪威、
泰国等地。

作为南疆国门城市，凭祥的
边关文化浓厚，以“中国－东盟”

“中越边关”等为标识的广告招牌
随处可见。“‘边关游’‘跨境游’近
年来非常火爆。许多游客去大连
城景区感受边关军事遗迹，到红
木文博城品读红木文化韵味。”凭
祥市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覃文
吉说。

左江两岸群峰争奇，碧水蜿
蜒。位于河流转弯处陡峭崖壁上
的左江花山岩画惹人注目。作为
壮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左江花山

岩画文化景观2016年7月正式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花山岩画
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历经
千年风雨冲刷而不褪色。神秘的
花山文化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探
秘，游客数量已从2016年不足10
万人次猛增至去年的50万人次。”
宁明县政协主席姚广华说。

在边境线上，分布着龙州起义
纪念馆、红八军军部旧址、胡志明
展馆、凭祥友谊关等一批红色文化
旅游资源。在龙州起义纪念馆，相
关部门对馆内陈列展览进行了提
升改造，运用珍贵历史图片、雕塑、
场景复原等手段让观众受到深刻
的爱国主义教育。

广西通过在边境地区加大
旅游扶贫资金支持、强化乡村旅
游人才培训，积极为贫困地区旅
游村屯提供旅游产业指导，让边
境地区贫困民众依托旅游开发
摆脱贫困。如今，广西贫困人口
分享旅游经济红利的机会不断
增多。

“我之前在广东打工，现在
每天给 5 个旅游团提供讲解服
务，月收入 3000 元左右。”在大

新县明仕田园景区，讲解员农秋
芬表示，随着游客越来越多，许
多贫困户告别了外出务工的命
运，依托家门口的景区吃上了

“旅游饭”。
通过实施“农民变员工、农民

变老板、土产变特产、民房变客房”
的“四变”工程，大新县各涉旅行业
直接吸纳贫困户335户就业，惠及
贫困人口1352人，许多贫困户实
现稳定增收。

在靖西，鹅泉景区扶持附近的
念安屯村民建起36家农家乐、12
家民宿，最后 3户贫困户已顺利
脱贫。“通灵大峡谷所在的新灵
村33户贫困户，户均1人在景区
工作，农家乐、民宿、土特产店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为贫困村民带
来增收新希望。”湖润镇副镇长
王威说。

(新华社南宁4月25日电 记
者覃星星)

边关“山水画廊”醉游人

边境“文化+旅游”品牌亮眼

旅游扶贫”红利共享

幽幽寸草心 何以报春晖
——记坚强的草原母亲斯布格道尔吉

巴尔虎草原传扬着一个草原母亲凡人不凡的
故事。

3个儿子全部英年早逝，留下4个未成年的孙
子，她不仅把他们抚养成人，而且培养成了大学
生。面对厄运，她用坚强、仁爱、辛劳撑起濒临破
碎的家，还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扶贫模范。

她叫斯布格道尔吉，73岁，内蒙古自治区新
巴尔虎左旗甘珠尔苏木伊和呼热嘎查牧民，共产
党员，也是一名退休教师。

“也许是奶奶当过老师的缘故，对孩子的教
育，周边草原几乎无人能比。”老人的长孙阿斯汗
今年从中国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即将赴日本留
学。在他的记忆里，奶奶对他们堂兄弟4人，既注
重精神激励又严格要求，从不迁就、纵容。

在孩子们眼里，奶奶没有泪水，没有唠叨，只
有默默忙碌的身影。

儿子们去世后，老人成了全家的顶梁柱，生
产、生活全由她一手来操持，老伴和留在家里的大
儿媳是她的左膀右臂，但作为“左膀”的老伴也于
2013年去世了。

“如果没有这个好婆婆，我们的家早就散了。”大
儿媳斯琴其木格动情地说，“当年，婆婆也劝我改嫁，
说把孩子留给她。我请求她让我留下来，我舍不得
孩子，也舍不得她……我结婚时，她亲亲我的脸说，

‘有缘的姑娘来我家了’，这句话让我记一辈子。”
斯布格道尔吉一家现有700多只羊、118头

牛和53匹马，还有约600只羊羔正在陆续出生。
这在周边牧区是少有的牧业大户。一位年逾七旬
的老人何以成就如此庞大的家业？

“这里的草地年年重生，有好生态就有好生
活！”老人有其独特的生态观和致富经。

她将自家3万余亩草场划分成4块，一年四
季在4个放牧点之间轮牧迁徙，每隔10多天转一
次场、搬一次家。这一小范围的游牧生态系统，让
她家的牛羊膘肥体壮，到了秋天还能收割数量可
观的过冬牧草。

因为家里劳动力严重短缺，多年来，老人以优
厚的待遇雇佣贫困户，以达到自助和扶贫相结合
的目的。羊倌初一就是其中之一。

初一月工资5000元，干满1年还给10只羊
羔。初一说，老人是他最佩服的人，周边草地上还
坚守在生产一线的牧民中，她年纪最大、最有钱。
老人腿脚还有病，为什么不去城里享福？

老人回答说：“等孩子们成了家、立了业，我的
责任就完成了！”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4月25日电）

这是4月25日拍摄的发生事故的建筑工地。
河北省衡水市政府消息称，4月25日8时

许，衡水市桃城区大庆路问津街翡翠华庭项目1
号楼施工升降机发生折断倾覆，目前已造成11人
死亡，2人重伤，伤者正在医院抢救。事故原因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 摄

河北衡水市一建筑工地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11人死亡2人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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