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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5执161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
司与被执行人海南宝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查封被执行人海南宝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
口宝景度假花园9层1007号房、9层1008号房、3层451号房、3层
452号房、3层427号房、3层428号房、3层438号房、3层441号房、4

层527号房、4层528号房、4层537号房、4层538号房、5层637号
房、2层350号房、3层453号房、3层455号房、3层456号房。现本
院拟定对上述查封的17套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
异议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
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特此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联系人:宋岩 联系电话: 0898-68644005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 邮编: 570311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南昌益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0905485970，法
定代表人：孙铭鑫）：

我局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税一稽罚告〔2019〕
19号）公告送达。经检查确认：1.2014年12月，你公司接受海南群
利鸿兴实业有限公司虚开的16份增值税普通发票列支主营业务成
本，金额合计1,599,913.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十九条规定，你公司以虚开发票多列支成本，应调增你公
司2014年应纳税所得额1,599,913.00元；2.2014年，你公司实际
开票销售额7,139,212.89元，而账载主营业务收入6,940,922.29
元，在账簿上少列主营业务收入198,290.60元，进而导致少申报企
业所得税营业收入198,290.6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第六条规定，应调增你公司 2014 年应纳税所得额 198,
290.60元；3.2014年，你公司使用海南合众恒通实业有限公司的9
份发票列支管理费用-住宿费2,213.00元和业务费1,310.00元并
申报税前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你公司以其他
公司的发票多列支业务费用，应调增你公司2014年应纳税所得额
2,999.00元；4.2015年，你公司企业所得税零申报，未按账载数如
实申报，我局于2018年12月27日向你公司法定代表人孙铭鑫邮
寄相关税务文书，并于2019年1月17日在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
务局网站上公告《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2018〕8119号），
通知你公司核实2015年企业所得税申报情况并如实申报，但你公
司逾期未前来配合检查并据实申报，导致少申报营业收入2,596,
585.50元、营业成本2,379,241.39元、管理费用272,949.89元、财
务费用746.67元、营业外收入560元、营业外支出30.19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你公司虚假
纳税申报，在调增各项收入、成本及费用后计算得出你公司2015
年应纳税所得额应为-55,822.64元；5.2015年，你公司无发票列支
主营业务成本1,040,0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你公司无发票多列支成本，应调增你公司
2015年应纳税所得额1,040,000元。综上，经检查调整后，2014年
你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为1,787,500.5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第四条规定，计算得出应纳税额为446,875.15元，应补缴
2014年企业所得税446,777.88元；2015年你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为
984,177.36元，计算得出应纳税额为246,044.34元，应补缴2015年
企业所得税246,044.3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
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
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
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
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你公司2014年在账簿
上多列支成本费用、少列收入导致少缴2014年企业所得税446,
777.88元；2015年在账簿上虚列成本、虚假纳税申报导致少缴2015
年企业所得税246,044.34元，少缴税款共计692,822.22元的行为，是
偷税，拟对你公司偷税造成少缴税款的违法行为处少缴税款一倍的罚
款，罚款金额为692,822.22元。

我局对你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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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还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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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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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898-66770309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华信路5号第一稽查局811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8月3日

琼税一稽告〔201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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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号

李沁（纳税人识别号：510102196902114660）：
因无法联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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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出境
决定书》（琼税一稽阻〔2019〕5号）公告送达。

《阻止出境决定书》主要内容：
因你未按规定结清税款和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税担保，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本局决定并通知出

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6月28日起阻止你出境。
你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

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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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
讼。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联系人：郭女士、吴女士；电话：
66817969）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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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号

海口佰秀服装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2939658251,法定
代表人：荣伟荣）：

我局对你公司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涉税情况
进行了检查，鉴于目前你公司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法定代表人拒绝
配合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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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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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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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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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偷税
的违法事实，深圳市丰仁创顺实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代码4403151130、发票号码02640527-02640529和广州革兵
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400144130、发票
号码08223933-08223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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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偷税的违法事实情况予以核实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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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将按有关规定做出处理。

联系人：郑先生、符先生
联系电话：0898-66752837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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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2019）第32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市龙华
区面前坡片区棚户区B0501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出
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
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面前坡片区棚户区B0501地块，

土地面积为38811.91平方米（58.22亩），该宗地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
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含9.6%零售商业用
地），土地出让年限为城镇住宅用地70年、零售商业用地40年。目前
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
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
的条件。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其中城镇住宅用地
（90.4%），零售商业用地（9.6%），容积率5.25，建筑密度≤35%，绿地率
≥15%，建筑限高≤100米，机动车停车位≥850个。其他要求按《海口
市面前坡片区棚户区改造策划及规划设计地块分图则》执行。

二、竞买人资格
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海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以外（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
参加本次竞买），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申请。

（一）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

（二）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开发或施工过的房建工程项目获得
过鲁班奖或詹天佑奖等国家级质量奖项；

（三）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经信用评级机构认定的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不低于AAA，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以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
信用评估机构及穆迪、标普、惠誉出具的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准。

（四）竞买人（或其控股公司）需具备本次招拍挂规定的施工资质
条件，并依法组织施工，不得挂靠或以任何形式变相挂靠，也不得将除
法律允许分包之外的项目分包给他人。

（五）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
日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
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
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办
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

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以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原则确
定竞得人,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起始价为1224.01元/建筑平方米，每次
增价幅度为人民币1元/建筑平方米或1元/建筑平方米的整数倍递增。
竞买人在报名时需缴纳土地竞买保证金24940.65万元人民币。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
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

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
有效证件索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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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时间：2019年8月9日9:00至2019年9月3日16:00（北京
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
（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8月24日9:00（北京时间）。

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9月5日16:00（北京时间）。
（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的，我

局于2019年9月5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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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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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它注意事项
（一）竞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

土地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定金为成交价的
10%，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挂牌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
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还需与辖区政府签订《海口市棚户区回迁商品
房项目政府组织团购商品房合同》，并由辖区政府监督项目后期的开

发建设；
（二）本宗地按现状出让；
（三）该宗地项目建设鼓励采用装配式建造，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

筑，应符合装配式建筑相关规定；
（四）本宗土地带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出让，土地竞

得人应按规划批准的建筑设计方案进行深化设计和建设（规划批准的
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具体方案及已开展的前期工作内容向项目所在辖
区政府咨询，陈运杰，联系电话：18089779633）。
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设计方案相关指标在满足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的
上限（或下限）指标前提下，以规划主管部门审定的设计方案相关规划
指标为准；

（五）按照规划控制要求，用地内应配套幼儿园一处，用地面积不低
于4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600平方米；老人日间照料中心一处，建
筑面积≥1000平方米（具体依照经规划批准的项目回迁商品房建筑设
计方案）。土地竞得人应按国家、地方行业管理规范、规定要求建设该
配套设施，工程建设完工验收综合备案后，无偿移交市政府指定的相关
部门，并负责办理不动产登记证书；

（六）本项目回迁商品房回购限定价格：1、住宅价格：建筑面积6174
元/平方米。2、商业价格：除约2586.25m2（首层）商业面积按25571元/
m2价格回购，二层约1966.65m2商业按11571元/m2回购外（具体平方
数最终以被征收户选择回购为准），其余回迁商业按《海口市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面前坡村、坡博坡巷村棚改项目购买商
业经营用房价格相关问题的批复》执行，首层商业：17900元/m2，二层商
业：8100元/m2，三层、四层商业：6600元/m2。3、购买人实际购买回迁
商品住宅面积超过可购买面积10平方米以上至20平方米(含20平方
米)以内的部分,按照回购价格的1.2 倍计算；实际购买回迁商品住宅面
积超出可购买面积20平方米以上的部分，按照回购价格的 1.5倍计
算。（具体按辖区政府提供的购买条件执行）。

（七）销售对象：项目所有的住宅、商业用房，均由项目所在辖区政
府组织特定回迁人按限定价格进行回购。具体名单和购买条件由项目
所在辖区政府提供。有剩余房源的，由辖区政府或相关指定部门和单
位按《海口市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土地出让补充条件》第三条（一）、
（二）款限定价格统一回购，土地竞得人应负责配合按要求办理相关不
动产登记手续；

（八）建设销售履约保函、项目建设周期、延误期间所产生的过渡安
置费等其他相关事项祥见该地块的《海口市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政
府组织团购商品房合同》和《土地出让补充条件》；

（九）回迁商品房项目建设时间按《海口市棚户区回迁商品房项目
土地出让补充条件》第六条第（八）项认定，即“本项目建设周期不超过
30个月，自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至完成本项目
竣工备案手续”，超期视为延误时间；

（十）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
在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个月内动工，30个月
内完成项目建设。从出让合同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满两年不动工
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地闲置费；闲置满两年的，报海
口市人民政府批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化、市容、
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国家、海南
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

（十一）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拍卖交易服务费按规定收取；
（十二）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

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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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www.hnlmmarket.com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3日

广告

据新华社宁波8月2日电 （记
者夏亮 韦骅）2019国际排联东京奥
运会排球资格赛B组比赛2日展开
首日角逐，尽遣主力出战的中国女排
直落三局轻取捷克，收获开门红。

捷克队目前世界排名第24，并

不是一支传统意义上的强队，最近一
次参加奥运会还要追溯到1972年。
中国队首发阵容中，朱婷和张常宁搭
档主攻，副攻由袁心玥和颜妮担任，
接应和二传分别是龚翔宇和丁霞，近
期表现出色的王梦洁出任自由人。

首局比赛中国队在第二次技术
暂停时将比分拉开。最终，中国队
25：18拿下首局。

第二局比赛，中国队在第二次技
术暂停时以16：12领先，但随后捷克
队利用中国队自身失误过多打出一波

进攻小高潮，将比分追至22：23。此
后，中国队25：23有惊无险再下一城。

越战越勇的捷克队在第三局一
度以8：4领先，中国队将比分追至14
平。随后中国队连拿5分彻底将比
分拉开，最终以25：19拿下第三局。

据了解，东京奥运会女排资格赛
除东道主日本女排外，国际排联排名
前24名的球队将分为6组，每组排
名第一的球队将直接晋级东京奥运
会。B组剩下两场比赛，中国女排将
分别迎战德国队和土耳其队。

3：0战胜捷克

中国女排东京奥运资格赛开门红

据新华社宁波8月2日电（记者
夏亮 韦骅）2日，在东京奥运会女排
资格赛B组比赛中，中国女排不负众
望以3：0横扫捷克收获开门红。赛
后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在总结球队
表现时说，比赛虽然获胜了，但也暴
露出球队在临场应变方面的不足。

本场比赛从大比分上看，中国队
赢得相对轻松，但从比赛过程来看，
获胜也并非轻而易举。第二局捷克
一度将比分追至22：23，而第三局中
国队在最后打出一波进攻高潮连拿

5分前，两队比分也同样紧咬。
“捷克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陌生，

第二局和第三局我们队员在场上应
变能力还是比较慢的。”郎平赛后表
示，队员们想在发球上增加攻击性，
但在这方面做得显然不如捷克队。

赛后技术统计显示，中国队在失
误上一共送给了对手18分，这其中
就包括不少发球失误直接送分。“从
第一局到第二局，我们主动送分比对
手多，所以这个球打起来就会比较吃
力。”郎平说，接下来球队会抓紧时间

进行调整和总结，毕竟接下来无论是
德国队还是土耳其队，在实力上都要
强于捷克队。

本场比赛第三局，世界女排联赛
总决赛上有着优异表现的郑益昕获
得了出场机会。赛后郎平透露，“小
昕获得出场机会，我觉得还是要发挥
她的快攻。”

郎平总结中捷之战——

临场应变慢 发球需提高

➡ 8月2日，中国队球员袁心
玥（中）在比赛中扣球进攻。

新华社发 “我爱足球”中国民间争霸赛
海选赛（海南赛区）开踢

本报海口8月2日讯（记者王黎刚）2019“我爱
足球”中国民间争霸赛海选赛（海南赛区）2日在海
南省裕东足球基地开踢。获得本次娃娃组和青少年
组冠军的球队将代表海南参加华南大区的比赛。

娃娃组共有15支球队参加，分为4个组。娃娃
组小组赛采用单循环赛制，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制，
四个组的第一名进入四强。青少年组共12支球队
参加，分为三个组进行。小组赛采用单循环赛制。

在青少年组的小组首轮比赛中，海口一中6：
2琼山中学1队，皇家草根队0：5三亚市足球队。
在娃娃组的小组赛首轮比赛中，海口市桂林洋中
心小学1：0西盟蓝队，振岩足球俱乐部0：2裕东
足球俱乐部。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足协主办，

“儋州校园篮球、机关企事业单位
篮球、篮球青少年培训最近几年开展
得较为红火，打篮球的人越来越多。”
在前不久举行的海南三人篮球赛儋州
站比赛中，儋州市篮球协会副会长董
海波说。

海南三人篮球赛开幕式在儋州举
行，省赛事中心相关负责人透露，之所
以将本次比赛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放在
儋州举办，和儋州有浓厚的篮球氛围
有很大关系。“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儋州的青少年篮球爱好者就将56个
参赛席位报满。如果不是有参赛队数
的限制，儋州能有100支球队报名。”
董海波说。儋州人一直喜欢打篮球，

在董海波的记忆中，从上世纪八十年
代开始，儋州业余篮球氛围就很浓，水
平颇高，有两人入选了广东青年男子
篮球队。当时儋州那大体校和白马井
体校均设立了篮球队，为儋州培养和
发掘了一大批篮球人才。此外，海南
海洋渔业总公司在白马井镇，该公司
篮球氛围极浓，带动了儋州业余篮球
运动的开展。

董海波说，儋州人喜欢篮球，每天

下午，学校、住宅小区和体育中心篮球
场挤满了打球的人。逢年过节，儋州各
乡镇都要举办规模不一的篮球赛，白马
井被称为儋州的“篮球之乡”。儋州的
业余篮球赛打得热热闹闹，由儋州市篮
球协会主办的儋州市篮球联赛举办了
两届，每届比赛都有20多支球队参
加。由儋州市总工会举办的比赛，有50
多支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队参加。

在海口业余篮球强队中有不少儋

州籍球员，其中最有名的是苏夏敏、羊
家庆、阮琼杰和叶汝智。他们都具备
了小快灵、球风硬朗的特点。特别是
苏夏敏比赛中运球突破的速度很快，
被海口篮坛称为“法拉利”。今年30
岁的苏夏敏也是海南第一个加盟职业
队的业余球员，今年他入选了海南金
星海象队参加了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2018年底，儋州队首次组队参加了北
部湾城市男子篮球联赛，最终获得了

第4名。“这个比赛能真实检验城市业
余篮球的水平，组委会要求参赛选手
必须是当地城市户籍，拥有当地二代
身份证。儋州队最终能获得第4名，实
属不易，也说明儋州业余篮球发展得
不错。”董海波说。

董海波认为，海南三人篮球赛将
开幕式、首战比赛和总决赛放在儋州
举办，会推动儋州篮球运动的开展。
三人篮球运动时尚，是青少年篮球爱
好者的首选，随着海南三人篮球赛的
举行，会有越来越多的儋州少年喜欢
上篮球运动。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那大8月2日电）

儋州业余篮球氛围浓
高水平业余球员多 曾获北部湾城市篮球赛第4名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前主席：

澳大利亚不应自以为是
据新华社悉尼8月2日电（郭阳）世界反兴

奋剂机构前主席迪克·庞德日前在接受澳大利亚
《悉尼先驱晨报》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不应在兴
奋剂问题上自以为是，且在本国运动员涉药时应
当更加直言不讳。

庞德说：“澳大利亚一直非常坚决地反对使用
兴奋剂，但在孙杨和本国运动员面临涉药问题上
的反应有相当奇怪的区别。”

在刚刚结束的光州游泳世锦赛上，澳大利亚
选手霍顿曾以质疑对手有违规行为为由，拒绝与
冠军孙杨一起登上领奖台。庞德表示，这一行为
现在令澳大利亚显得十分伪善。

美滑冰选手瓦格纳
曝曾遭队友性伤害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日电 美国女子花样
滑冰运动员阿什利·瓦格纳1日透露，自己在17
岁时曾遭受美国花滑选手约翰·库格林的性伤害。

今年28岁的瓦格纳表示，在2008年6月的
一次队友聚会之后，时年22岁的库格林强行亲吻
和抚摸了她。“我在恐惧中完全瘫痪了。”瓦格纳对
《今日美国》说。

“我去参加聚会只是为了和朋友们玩得开心，
但（那次经历）却全部被他毁掉了。”曾在2014年
冬奥会夺得一枚铜牌的瓦格纳补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