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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不动产首次登记公告
编号：20190429016

经初步审定，我机构拟对下列不动产权利予以首次登记，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的规定，现予公告。如有
异议，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机
构。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我机构将予以登记。

异议书面材料送达地址：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285号房地产服
务中心二楼三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

联系方式：0898-38230999

三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9年4月29日

序
号

1

权利人

邢三姨

不动产
权利类型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
权

坐落

三亚市吉
阳区红沙
社区

不动产单元号

460201025007GB
00426W00000000

面积/m2

292.57

用途

城 镇
住 宅
用地

备
注

因文黎大道与G223海榆东线相交路段进行高架桥现浇箱梁
施工的需要,现计划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
如下:一、交通管制时间：2019年5月13日至2019年7月20日。
二、管制路段：G223海榆东线陵水段K247+570至K247+630
段。三、管制方式：根据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安全,对G223海榆
东线陵水段K247+570至K247+630段(共60米)采取全幅封闭的
交通管制,来往车辆需经高架桥辅道及思源路绕行,具体绕行路线
如下：(一)由陵水县城往三才镇方向的车辆由G223海榆东线
K247+570向左→高架桥左幅辅道→文黎中心大道平交口向右→

高架桥右幅辅道→往左进入223国道至三才镇;(二)由三才镇往陵
水县城方向的车辆由G223海榆东线K247+630向右→高架桥右
幅辅道→文黎中心大道平交口向左→思源路→往右进入223国道
至陵水县城。(联系人:容钊,联系电话:15289830012)请途径车
辆,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减速慢行或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
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9年5月8日

关于G223海榆东线陵水段桥梁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文昌市粮食和物资储备保障中心项目位于文城镇南阳高隆附

近地段，建设单位为文昌市粮食局，规划用地面积41390.68平方米
（折合62.086亩），方案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积14258.99平方米，
总计容面积25029.57平方米，容积率0.605，建筑密度30.85%，绿地
率30.52%，停车位21个。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
见和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现按程序对该
项目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5月8日至5月22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文昌市政府网站；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原文昌市国土局二楼，邮政编码571339；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易彪。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文昌市粮食和物资储备保障中心项目批前公示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8日

海南伟翔商贸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27MA5T1MB67R，法定代表人：蔡伟群）：

海南标源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MA5RH0YR0U，法定代表人：陈木芳）：

海南聚正润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MA5RH5AT88，法定代表人：区国英）：

海南新虎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MA5RJPBE78，法定代表人：郑新虎）：

海南弘益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60100395970609B，法定代表人：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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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

事项告知书》（琼税一稽罚告〔2019〕7号、8号、9

号、10号、11号）和海南伟翔商贸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聚正润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新虎商贸有限公

司《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9〕71号、

72号、73号）公告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违法事实：

（一）海南伟翔商贸科技有限公司：你公司

在没有实际发生经营业务的情况下，2017年10

月向郑州裘利茗商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共计25份，金额合计2,493,872.67元，税

额合计423,958.33元，价税合计2,917,831.00

元。你公司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

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我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拟对你公司处予500,000.00元罚款。

（二）海南标源贸易有限公司：你公司在没

有实际发生经营业务的情况下，2017年12月至

2018年1月向上海诸左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歧

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

80份，金额合计7,985,528.40元，税额合计1,

357,539.60元，价税合计9,343,067.80元。你

公司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

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我局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拟对你

公司处予500,000.00元罚款。

（三）海南聚正润实业有限公司：你公司在

没有实际发生经营业务的情况下，2017年12月

向上海诸左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敖铭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0份，金额

合计 2,998,980.30 元，税额合计 509,826.70

元，价税合计3,508,807.00元。你公司该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

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拟对你公司处予

500,000.00元罚款。

（四）海南新虎商贸有限公司：你公司在没

有实际发生经营业务的情况下，2017年11月

向天津市恒荣泰金属材料销售有限公司、天津

银河利诺贸易有限公司和上海茂艺贸易有限公

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6份，金额合计

2,499,022.88 元，税额合计 424,833.92 元，

价税合计2,923,856.80元。你公司该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第二十

二条规定。我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

管理办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拟对你公司处予

500,000.00元罚款。

（五）海南弘益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你公

司取得广州市慧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7

月13日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51份，金额

合计 5,046,324.82 元，税额合计 857,875.18

元，价税合计5,904,200.00元，这些发票均已

认证并抵扣进项税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和《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的

有关规定，对你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不予抵扣进项税额。应补缴增值税857,875.18

元、城市维护建设税60,051.25元、教育费附

加25,736.26元、地方教育附加17,157.50元。

因你公司已被认定为非正常户，且无法与你公

司取得联系，我局已于2018年12月14日将上

述应补缴税费情况进行公告，告知你公司应对

上述税费补申报缴纳，现公告期限届满，你公

司仍未申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你公司经税

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造成不缴2016

年度增值税 857,875.18 元、城市维护建设税

60,051.25 元，合计 917,926.43 元，是偷税，

拟对不缴税款917,926.43元处予百分之五十的

罚款，罚款金额为458,963.22元。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

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

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

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因拟对你公司罚款在10,000元 （含

10,000元）以上，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

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

事由：行政执法主体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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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

通知内容：自2018年6月15日起，相关税

务稽查事项由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

稽查局承继办理。

请配合后续执法事项。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联系人：

黄女士、邓女士、王女士、马女士；电话：

66770329）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5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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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号

英国媒体爆料

首相和内阁大臣密谈二次“脱欧”公投事宜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与最大反对党工党代表定于7日继续磋商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妥

协版方案。英国媒体6日爆料，双方磋商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和内阁大臣“假设”并密谈
了二次公投事宜。

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政府人士
的话报道，特雷莎·梅与政府官员、内
阁大臣磋商的二次公投“假设”有三个
选项，分别是有协议“脱欧”、无协议

“脱欧”和不“脱欧”。
按不愿公开姓名消息人士的说

法，二次公投前提是保守党与工党

磋商失败且议会执意要求、政府无
力阻拦。

特雷莎·梅的一贯立场是反对
二次公投。她先前说，如果保守党
与工党磋商失败，议会将投票决定
下一步选项。选项具体内容尚未
确定。

《每日电讯报》援引工党影子内
阁财政大臣约翰·麦克唐奈的话报
道，就现有情况看，不论最终达成何
种“脱欧”协议，都需要以公投方式
加以确认。

不过，首相府一名消息人士否认
了所谓二次公投的“假设”和密谈。

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
协议迄今3次遭英国议会下院否决，

“脱欧”日期从原来的3月29日延迟至
最晚10月31日。保守党与工党谈判
代表过去数周多次会晤，以期打破“脱
欧”僵局。

英国媒体披露，保守党愿在7日磋
商中作出“重大、大胆”让步，包括同意与

欧盟达成“综合性、临时性关税安排”，直
到2022年下届议会选举；在更大范围内
接受欧洲单一市场的货物贸易规则；立
法确认英国的劳工权益与欧盟一致。

这一爆料当即惹恼工党。工党影
子内阁财政大臣麦克唐奈说，工党在
谈判中信守保密约定，特雷莎·梅方面
却“不守信”，意图借助舆论巩固自身

地位。
特雷莎·梅3月底承诺，只要议会

下院能够批准“脱欧”协议，她愿意提
前卸任。受累于“脱欧”僵局，保守党
和工党在本月2日举行的地方议会选
举中双双受挫，保守党丢失大约1300
个议席，工党丢掉约100个议席。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两
个
前
提

俄客机迫降起火 调查有何发现?
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一架苏霍伊超级100型客机5日在莫斯

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迫降后烧毁，37人生还，41人遇难。经过1天的
初步调查，相关部门已有不少收获。

据媒体报道，幸存乘务员卡萨特金
娜回忆说，飞机起飞后进入一团乌云并
遭遇猛烈冰雹。随后机身发出巨大声
响，机舱外出现电火花一样的闪光。

生还旅客、俄罗斯北莫尔斯克市市
长叶夫梅尼科夫说，听到飞机在空中两
次发出巨响，并看到飞机右侧发动机区
域有两道雷电一般的闪光，但当时右发

动机并未起火。飞机在迫降时两次撞击
跑道，发动机在第二次撞击后起火，机
舱内灯光熄灭，乘客们在黑暗中出逃。

客机上共有5名机组人员，其中1
名乘务员遇难。据悉，事发时这名乘
务员位于机舱尾部。飞机后部燃烧
时，他试图打开机尾舱门但没有成功，
后在协助乘客疏散时遇难。

一名了解调查进展、不具姓名的俄
航空专家6日表示，飞机被闪电击中很
常见，算不上危急情况。即便闪电导致
某些机载系统停工，也有备用系统接
替。理论上讲，当事客机机长可让飞机
尽量长时间在空中盘旋以消耗燃油。

该专家介绍，苏霍伊超级100型
客机的设计特点使其无法在空中抛洒
燃油。“上述飞机事发时总共飞行了
28分钟，消耗约2.5吨燃油，着陆时油
箱里还剩约10吨燃油”。

这名专家认为，机长放弃长时间

盘旋迫降，说明或许某些机载系统完
全失灵，或许飞机难以操控，抑或飞行
员与地面空管完全失去联系。“在较低
空域常有很多飞机，与地面失去通信
联络会有撞机危险”。

据悉，调查人员发现客机迫降时
的空中轨迹和速度均属正常，专业人
士将重点分析飞行员在着陆前是否顺
利启动反向制动装置及该装置的工作
状态，飞机起落架触地状态是否良好，
什么原因导致飞机首次触地时硬着陆
并在跃起后二次撞击地面。

俄执法机关消息人士 6 日表
示，未逃出机舱的大多数遇难者因
大量吸入飞机燃烧时的有毒气体
中毒而亡。

俄卫生部长斯克沃尔佐娃说，生
还的机长、副驾驶和1名乘务员也因
吸入有毒气体而中毒并伴有休克症
状，伤情中等。此次住院治疗者共9
人，其中两人重伤。

谢列梅捷沃机场管理部门提供的

信息显示，消防救援队在飞机着陆1
分钟后抵达现场，并用10多分钟扑灭
大火。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正通过基因
检测核实部分遇难者身份，迄今已有
22名死者身份被确认。

独联体下属机构国际航空委员
会的团队已将机场跑道上的所有残
骸运入一座维修机库供后续分析，并
着手破译解读失事客机的“黑匣子”
信息，以期还原事发现场情况。相关

飞行员、地面空管人员和飞机技术设
备检验员的工作表现、飞机技术故障
和不良天气影响，都是事故原因的调
查方向。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俄交
通部长迪特里希6日分别表示，目前
调查尚无结论，没有理由让苏霍伊超
级100型客机停飞。

（新华社莫斯科5月6日电 记者
栾海）

飞机和乘客经历了什么？

都是闪电惹的祸？

遇难者中毒而亡？

5月6日，在俄罗斯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救援人员和调查人员在事故现场工作。 新华社/路透

印尼已确定
新首都3个候选地址
建设搬迁至少需要5年时间

据新华社雅加达5月7日电（郑世波）印度
尼西亚总统佐科7日说，目前已有3个地区成为
印尼新首都的候选地址，印尼政府需要同相关机
构磋商后才能决定新首都的最终地点。

佐科没有明确指出这3个地区的具体所在
地点。佐科说，3个候选地区将分别划拨出8万
公顷、12万公顷和30万公顷的土地用于建设新
首都。

印尼国家发展计划部预计，建设新首都需要
3万至4万公顷土地，总建设成本约为323万亿盾
（约合 1500 亿元人民币）到 466 万亿盾（约合
2164亿元人民币），需要至少5年时间完成建设
和搬迁工作。

伊朗媒体说

伊朗将于近期宣布
反制美国的措施

新华社德黑兰5月7日电 据伊朗多家媒体6
日报道，伊朗政府将于近日宣布反制措施，应对美
国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和重启对伊制裁。

伊朗半官方媒体法尔斯通讯社说，相关措施
主要针对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和银行系统的制
裁。据伊朗《德黑兰时报》消息，具体措施可能涉
及伊朗单方面解除伊核协议框架下对伊朗核活动
的部分限制。该报同时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
说，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伊朗退出伊核协议。

委内瑞拉检方称

233人因涉嫌参与政变被拘捕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5月6日电 委内瑞拉总

检察长萨博6日表示，包括一些军人在内的233
人因涉嫌参与上月底的政变而被拘捕。

萨博当天在接受委内瑞拉一家电视台采访时
说，目前委检方已签发18条逮捕令。因此次事件
调查工作尚未结束，他未透露更多信息。

萨博指出，反对派此前企图推翻政府的行为
给委社会带来很多不良影响。4月30日公开发
动政变的目的是颠覆已成立的合法政府。

4月30日，部分亲反对派军人发动军事政
变，但被委政府挫败。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土耳
其等国谴责反对派的行径，并表示支持委政府。

土耳其决定重新举行
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

据新华社安卡拉5月7日电 （记者秦彦洋
施春）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6日宣布，撤销伊斯
坦布尔市长选举结果并重新举行选举。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最高选举委员会当天表
决通过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提出的仲裁
申请，决定撤销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此前赢得
的伊斯坦布尔市长职位。

新选举将于6月23日举行。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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