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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洋浦巨弘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46004009050325X，法定
代表人：王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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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条规定，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税二稽处
〔2019〕33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税二稽罚〔2019〕14号）公
告送达。你公司见公告后可自行到我局领取文书纸质件，若不来领
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以上税务文书送达。

一、《税务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因你公司接受并抵扣不符合
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对你公司作出如下
处理决定：（一）补征2014年9月增值税2,793,096.58元、2014年
10月增值税1,859,217.07元、2014年11月增值税3,189,373.96
元的，以上应补征增值税款合计7,841,687.61元；（二）因应补缴增
值税产生的其他相关税费请你公司自行缴纳，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
账务调整；（三）以上应补征增值税款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
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
家税务总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
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强制执行。你公司若同我局在

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
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因你公司接受并抵扣不
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少缴税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对你公司少缴的增值税
7,841,687.61元处以0.5倍的罚款，即3,920,843.81元。

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洋浦
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将上述罚款缴纳入库。逾期不缴纳罚款，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
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本决定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将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采取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或
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国家税务
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联系人：文先生；联系电话：
66969171）。特此公告。

2019年7月23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琼税二稽告〔2019〕22号

为服务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引导
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申报义务，自觉提高纳税遵从度，国家税务
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
试验区税务局）决定于2019年8月1日起在全县范围内逐步推广

“无税不申报”办法，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当期无应税收入且未做票种核定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

免于增值税和消费税及其附加税费、土地增值税、资源税、环境保护
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文化事
业建设费等15个税（费）种的零申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除
外）。零申报是指收入总额或计税依据为零。小规模单位纳税人包
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
业暂不适用“无税不申报”办法。

二、对2019年8月1日起所有新登记且未申请票种核定的小
规模单位纳税人，税务机关将纳税期限设定为按次（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除外），2019年8月1日前已登记但未做票种核定的

小规模单位纳税人，对无纳税义务发生的税（费）种可要求税务机
关将纳税期限更改为按“次”（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除外），纳
税期限更改后，可按照无税不申报办法免于办理相关税（费）种的
零申报。

“无税不申报”纳税人在申请票种核定或发生纳税义务应进
行申报时，由大厅受理人员将纳税期限由按次修改为按季或按
月，纳税人应按照修改后的纳税期限进行申报纳税，且不再适用

“无税不申报”办法。
三、税务机关将通过纳税申报数据分析、数据定期比和其他

第三方数据利用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纳税人不报、错报、漏报
税行为。对税收违法行为，将严格按照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进行
处理。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南

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税务局）
2019年7月25日

国家税务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南国际
旅游岛先行试验区税务局）关于推行无税不申报办法的公告

一、为什么推行“无税不申报”？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全力支持和为服务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在新的税收征管环境下，创新税收征管模
式，明确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减轻纳税人负担，还责还权于纳税
人而推行“无税不申报”。

二、推行“无税不申报”的范围是哪些纳税人？
登记注册类型为无票种核定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
三、推行“无税不申报”的时间？
2019年8月1日起，对2019年8月1日后新登记的小规模单位

纳税人推行，对2019年8月1日前已经登记的无票种核定的小规模
单位纳税人从税款所属期2019年10月1日（第四季度）起推行。

四、“无税不申报”具体指什么？
“无税不申报”主要强调纳税人申报税款的自主性，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促进纳税人自主评定、正确履行申报纳税义务。
税(费)种按次申报，是指对所有新登记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

将纳税期限设定为按次(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除外)，存量无
票种核定的小规模单位纳税人自主选择对无纳税义务发生的税
(费)种将纳税期限修改为按次(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除外)。

“无税不申报”，是指免于增值税和消费税及其附加税费、土地
增值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契税、文化事业建设费等15个税（费）种的零申报。

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定期定额征收的增值税、消费

税及附加仍需按照现有的做法按时申报缴纳税款。
五、“无税不申报”是针对所有税种都可以取消零申报吗？
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及其附加税费，土地增值税、资源税、环

境保护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
税、文化事业建设费等15个税（费）种。

六、零申报是指应纳税额为零吗？
不是，零申报是指收入总额或计税依据为零，即纳税人在一

定所属期内没有任何营业收入，并不是单纯指“应纳税额为零”。
例如：一户纳税人在一个月内的增值税应税收入1万元，虽然没
有达到10万元起征点，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应纳税额为0，但是仍
需进行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的纳税申报。

七、推行“无税不申报”以后，是不是不再开展催报工作？
不是，税务机关对推行“无税不申报”的相关税费不进行日常

催报，但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不推行“无税不申报”的个人所得税和
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以及纳税评估、稽查、专项检查中发现的应申
报未申报行为仍进行催报。

八、后续监管
通过纳税申报数据分析、数据定期比和其他第三方数据利用

等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纳税人不报、错报、漏报税行为，加强税
收违法惩罚力度，打击税收违法行为。对税收违法行为，将严格
按照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无税不申报”政策解读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卫
小林 通讯员林洪珊）2019年海南省
中学生美育赛事决赛7月23日在海
南大学落幕，全省19个市县共1700
多名师生参加。

据介绍，今年的全省中学生美育
赛事决赛于7月20日在海南大学思
源学堂开幕，比赛历时4天，入围决
赛的节目共298个。决赛通过舞蹈、
声乐、器乐等类型共7场比赛，展现
了我省中学校园艺术教育改革发展
的丰硕成果。其中，声乐比赛2场，
舞蹈比赛2场，器乐比赛2场，建制
班合唱比赛1场。舞蹈比赛节目舞
姿酷炫、节奏动感，展示了我省各地

中学师生的青春朝气。声乐和器乐
比赛突出主旋律，节目类型多样化，
讴歌了奋进的新时代。

据了解，本次决赛由闪传直播平
台全程进行网络直播，直播观看人数
累计高达160万人次，产生了很好的
社会影响。

据悉，我省今年3月启动全省大
中小学校美育赛事活动，整个活动将
持续举办到今年11月。活动主要以
我省在校学生创作、表演的声乐、舞
蹈及器乐类节目为主，是全省各类学
校美育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本次决赛由省教育厅主办，省艺
术教育促进会协办，海南大学承办。

海口首届中小学生游泳赛开赛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计思佳）7月24

日上午，海口市首届中小学生游泳比赛在海口四
中初中部开赛。比赛吸引了21支代表队参加，
460多名选手将参与15个项目的角逐。

本次游泳比赛旨在提高中小学生身体素质、
生存技能和急救能力，有效遏制中小学生溺水事
件发生，在全市范围全面推进中小学生“学游泳、
防溺水、懂自救”系统教育工程。

项目设置为：中学组设男女50米蛙泳、100米
蛙泳、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50米蝶泳、100
米个人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
合泳接力；小学组设男女25米蛙泳、50米蛙泳、25
米自由泳、25米仰泳、25米蝶泳、100米个人混合
泳、4×25米自由泳接力、4×25米混合泳接力等。

海口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海口市
第一批拼装泳池验收启用，接下来将继续开展游泳
知识培训进校园活动。目前海口中小学校在建及
建好的泳池有18个，该市将利用这些泳池及学校
周边游泳馆开展中小学生游泳培训，确保完成
2020年每个中小学毕业生学会游泳的工作目标。

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展五指山开展
本报五指山7月24日电（见习记者谢凯）7

月23日上午，由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和内蒙古自治
区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联合举办的“五彩呼伦贝
尔——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民族民俗展”在位
于五指山市的省民族博物馆开展。该展览通过
67件呼伦贝尔地区各时期不同种类的文物，展现
了当地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

展览分生产方式、生活习俗、文化娱乐和宗教
信仰4个单元，共设2个展厅。海南省民族博物
馆展览负责人表示，本次展览采用实物展览与呼
伦贝尔地区风土人情图片展览相结合的方式，力
图给观展市民游客一个身临其境的感受。

据了解，本次展览是两地博物馆第二次联合
办展，将持续举办2个月。

本报海口7月24日讯（记者尤
梦瑜）由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团队原
创的浸没式戏剧《寂》将于7月26日
至28日在海口进行首轮演出。

作为一部青年戏剧人原创的戏剧
作品，《寂》富有浓郁的先锋气质，无论
是主题内容挖掘还是演出形式都有大
胆创新。作为时下新颖的浸没式戏
剧，演出舞台打破传统戏剧舞台的“第
四面墙”，让观众成为演出的一部分，
与演员共同完成整场演出，改变了传
统的观演关系。据此，该剧的演出舞
台将从传统剧场搬至更具现代都市气
息的酒吧中。

《寂》在内容上关注年轻人，主创

团队期待借此剧与观众一起探讨年轻
族群的内心世界。整个剧目在舞台表
达语汇上选择了逆反表达方式，一方
面导演注重直接表达，同时又通过强
烈的暗示氛围营造，让观众可以直接
获取关于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表述；另
一方面在演出呈现上，导演试图以动
讲静，用“热闹”来反衬“孤寂”。据悉，
全剧是一部仅有一个演员的独角戏，
担纲主演的演员符云桃将以一己之力
带动观众“沉浸”戏中，让海南观众感
受浸没式戏剧的魅力。

海南戏迷可通过关注活动主办方
微信公众号“小玩家工作室”了解相关
详情及购票。

日本公开赛国羽男单全军覆没
据新华社东京7月24日电 正在东京进行的日

本羽毛球公开赛24日进入第二个比赛日，林丹1：2
不敌丹麦选手约根森，国羽男单至此全军覆没。

林丹以21：16先下一城，随后以11：21、21：
23连输两局遭逆转。加上前一日出局的谌龙、陆
光祖、黄宇翔和因伤退赛的石宇奇，国羽男单5将
全部止步首轮。

女单方面，陈雨菲战胜印尼菲特安妮，陈晓欣
轻取新加坡杨佳敏，李雪芮不敌马来西亚谢抒芽。

新华社韩国光州 7月 24 日电
（记者周欣 陆睿）24日晚，中国游泳
协会主席周继红表示，中国游泳选手
在本届游泳世锦赛上奋力拼搏表现
突出，针对外界非议孙杨的情况，周
继红表示“不可理解、不能接受”。

对此周继红指出：“澳大利亚游泳
运动员在不明真相、并且在国际泳联
反兴奋剂小组已经做出‘孙杨没有违
规’裁决的前提下，仅凭猜测和传闻，
公开玷污一名优秀运动员的清白，表
现出了偏见和不理智。在国际体育仲

裁法庭举行听证会前，澳大利亚游泳
协会公开支持这种行为不可理解、不
能接受，这是对国际泳坛和对体育规
则的践踏，是对运动员的粗暴伤害。”

“任何人都应该遵守相关规定，
没有权利‘当判官’。”周继红说。

中国游泳协会主席周继红：

凭猜测传闻玷污运动员清白“不能接受”

2019海南省中学生美育赛事决赛浸没式戏剧《寂》明起海口上演

乐东思源实验高级中学普高组在
表演重唱《小帕曼》。 司林轩 摄

游泳世锦赛

新华社韩国光州 7月 24 日电
（记者陆睿 周欣）24日在光州世锦
赛结束的男子800米自由泳决赛较
量中，世锦赛“十一冠王”孙杨以7分
45秒01游完全程，排名第六位，无缘
奖牌。不过，他对自己很满意，能把
比赛坚持下来就是胜利。

在800米自由泳决赛中，意大利
选手帕尔特里涅利顺利卫冕，并以7
分39秒27的成绩打破欧洲纪录，挪
威选手克里斯蒂安森以7分41秒28
的成绩名列第二，法国选手奥布里以
7分42秒08夺得季军。

这是本届世锦赛，4天内参加三
项比赛的孙杨最后一场单项比赛。

泳池大战揭幕首日，他强势打响“第
一枪”，称霸男子400米自由泳，成功
蝉联四连冠，同时问鼎世锦赛“十冠
王”。23日，孙杨在男子200米自由
泳决赛成功卫冕，收获世锦赛个人第
11金，成为世锦赛历史上个人项目
金牌第二多的选手。

孙杨赛后对今天的成绩表示满
意：“挺好的，这应该是这几年最好的
成绩，比我预想的更快一点，毕竟自
己已经游了那么多枪。”他说。

由于这是孙杨的最后一项比赛，
他坦言赛前没有任何压力，但体能的
巨大消耗对他的表现造成很大影响。

“这是绝大部分选手参加的第一个项

目，体能非常充沛，如果他们都跟我一
样的赛程，谁能游得更快还不好说。”

在200米、400米和800米三个
项目中，孙杨表示难关就在800米。

“差距拉开就是在游到400米到700
米之间，最后100米的冲刺应该我是
最好的，保持充沛体能去完成中间的
300米赛程是关键。”

关于东京奥运会，孙杨说：“我
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在四天的
赛程去完成3000米（400米预赛和
决赛，200米预赛、半决赛和决赛，
800米预赛和决赛）的比赛量，这个
很有难度，也是接下来一年时间要
去攻克的课题。”

800米自由泳孙杨获第六 自评满意

孙杨在800米自由泳决赛后查看成绩。 新华社记者 王婧嫱 摄

据新华社韩国光州7月24日
电（记者陆睿 周欣）光州世锦赛游
泳赛程24日继续展开，女子仰泳名
将傅园慧在女子50米仰泳半决赛
中以第九名的成绩遗憾出局，未能
闯入决赛。赛后她的眼圈都红了。

在上午的预赛中，傅园慧以27

秒70的好成绩排名第一入围半决
赛。然而，半决赛上她的成绩是27
秒84，名列第九位，未能跻身决赛。

傅园慧赛后坦言这个结果自己
“没有想到”，傅园慧一直被腰椎间
盘突出伤病困扰，出战光州世锦赛
前夕，她的腰伤再次复发。

傅园慧无缘女子50米仰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