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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5月31日 星期五B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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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号

海 南 盛 弘 高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RJ6XN）：

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等相关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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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号）、《税务事项通知

书》（琼税一稽通〔2019〕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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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吴朝玲、盛合、李天葵等人，自

2019年4月22日起对你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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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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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

工作日内向我局提供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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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联系人：吴女士、盛先生、李女士

联系电话：0898-66713051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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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号

海 南 通 鑫 恒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HDKX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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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

稽通〔2019〕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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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派林明月、葛兆波等人，自2019年3

月19日起对你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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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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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林明月、葛兆波

联系电话：0898-66770337

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910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5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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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号

海 南 浩 盛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09054920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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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37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

一稽通〔2019〕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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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派林明月、葛兆波等人，自2019年3

月19日起对你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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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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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林明月、葛兆波

联系电话：0898-66770337

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910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5月31日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催收暨招商公告

根据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共计19户），依法转让给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但不限于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热
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所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
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现拟对上述19户企业贷款债权进行处置，为进行充分的市场沟通并寻求市场反馈，特对外招商。处置方式：根
据投资人具体要求单户出售或组包出售。具体情况请投资者与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特此公告。
债权资产明细如下：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898-68582215 传真：0898-68511619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1号南洋大厦23层
邮政编码：570105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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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海南琼中海峰林场有限公司
琼中联合纸业有限公司

海南远丰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阳明山农工贸实业
开发公司
保亭县保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农行催收使用名称：保亭
县保兴实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保亭永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保亭博超农业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
保亭多来美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保亭亨通红毛丹开发有
限公司

海南省保亭多德福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保亭荣发农业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保亭毛拉洞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保亭保多利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保宁实业总公司
海南保亭万事佳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海南保亭绿宝农业综合
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保亭兴隆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海南大洋庄园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热
作总公司
合计

地区

琼中
琼中

琼中

琼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财产线索

抵押物机器设备已灭失
保亭县新政镇459.3亩土地，430亩土地，415亩土
地，471.5亩土地，479.5亩土地，474亩土地，470
亩土地
琼中乌石镇550亩土地、398亩土地、322001.61m2

土地及荔枝龙眼483亩，555亩，525亩，396亩
1、保城镇365亩土地；2、保亭县新星农场586.44m2

房屋；3、新政镇165亩、235亩红毛丹果树

保什乡农业旅游观光用地981亩
六弓乡330836.3m2土地

1、保亭县响水 603333.30m2土地；2、保亭县三道
镇480亩土地
1、海口市新华区 74.19m2土地；2、澄迈县瑞溪镇
68m2土地，建筑181.47m2房产；3、281.49亩红毛
丹；4、海口市新华区 101.28m2土地，725.82m2房
屋，5、保亭县三道镇793亩林权
保亭县三道镇1008466.50m2土地

保亭县新政镇650003.25m2

保 亭 响 水 镇 210000m2 土 地 、39.5 亩 土 地 、
23333m2土地、18666.7m2土地、6804666.6m2土
地、120000m2土地、52666.7m2土地
三道镇1222.40亩土地

文昌市清澜镇29亩土地
保亭报什乡280015m2土地；什岭镇482亩土地

保亭县报什乡2482亩马占相思树

三道镇209790m2土地

保亭县六弓乡3,540亩土地

担保人名称

1、海南保亭荣发农业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2、海南七仙岭仙乐园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3、黄史源
1、海南金川旅游开发公司；2、三
亚市红沙实业开发公司

过志平

保亭三道金叶茶叶开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刘扬光

海南源海工贸服务公司

黄培盛

保亭三道金叶茶叶开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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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4.41

利息
802.1
184.28

525.78

1,661.35

415.39

236.85
187.57

217.66

1,276.26

228.22

157.52

8,635.16

1,112.55

628.67
362.86

395.33

189.03

198.4

610.75

18025.73

合计
1,302.10
284.28

1,325.78

2,611.35

635.39

536.85
337.57

512.66

1,976.26

528.22

357.52

11,935.16

1,912.55

928.67
662.27

645.33

339.03

298.4

810.75

27940.14

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19〕7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市北部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B08-04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1、该宗地应用于发展零售商业/商务金融
项目,项目达产年限为5年，项目用地投资强度不低于500万元/亩，平
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20万元/亩，亩均年产值均不低于
500万元含项目引进或带动的所有企业产业，上述控制指标已纳入《海
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2、该宗建设用地若为社会投资
项目，不强制要求使用装配式建筑建设，但鼓励其使用装配式建筑建
设。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执行。

三、竞买事项：1、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加本次竞买），不接受境外机构、个人及联合体竞买。申请参加竞买者
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同
时,该宗地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与儋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
和用地准入协议》，办理土地有偿出让，并严格按照签订文件约定内容进
行开发建设。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牌
出让：（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
儋州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
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2、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3、申请
人可于2019年6月6日至2019年7月1日到海南省海口市华海路安海
大厦8A4房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
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

4、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7月1日16:00（北京时间）。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
年7月1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
准）。5、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
地交易厅。6、挂牌时间：2019年6月21日8:30至2019年7月3日15:
00（北京时间）。7、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
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8、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
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9、该
宗地属市政府存量建设用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
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
境质量。该宗地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
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10、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
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11、本公
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
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联系人：郭先生 熊先生
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13976113925
地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hnlmmarket.com/ 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1日

地块名称
儋州市北部新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B08-04地块

宗地面积
37.11亩

（24739.8m2）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商务金融用地(其
中零售商业用地占比 10%，
商务金融用地占比90%)

出让年限

40年

规划指标要求
规划用地性质：零售商业用地（B11）占比10%，金融保险
用地（B21）占比90%；容积率：≤4.2；建筑密度：≤38%；建
筑限高：100米；绿地率：≥25%（其中集中绿地应10%）

建设期限

2年

挂牌起始价（元/m2）

2553

竞买保证金（万元）

6316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自然资告字〔2019〕4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
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
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
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二）本次国
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9年6月10日至
2019年7月2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
楼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和购
买《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
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
金到账为准），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7月2日下午17时
整（北京时间）。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将在2019年7月2日下午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6月24日上午10
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7月4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
间）。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
交易厅进行。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
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一）该宗地块用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

晰。澄迈县人民政府已与被收地单位签订了《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
书》、《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
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位。目前该宗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
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
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
施工。该宗地块对是否建设装配式建筑没有硬性要求。该地块具备净
地出让的条件。该项目属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非主导产业项目，无需
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二）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
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
须缴纳不低于出让价款6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
清。（三）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
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
定。（四）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
关规定缴纳），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五）本公告未尽事宜
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联系人：王先生、张先生；
http://zw.hainan.gov.cn/ggzy/
电话：0898-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31日

地块编号
27010-
201544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海口市与
澄迈县行政辖区分界线西侧

面积(公顷)

3.7447

使用年限

50年

用途
教育
用地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30%
建筑限高

≤40米
绿地率

≧40%
起始价(万元)

2881

保证金(万元)

1730

备注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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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号

海 南 百 峰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D8LQXH，法定代表人：贺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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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

〔2019〕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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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派甘露、胡殿伟等人，自2019年5

月17日起对你公司2018年1月23日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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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

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8年1月23日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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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甘露、胡殿伟

联系电话：0898-68513027

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402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5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