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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9月12日15时，在我公司拍卖

厅对位于海口市秀英东方洋开发区西区57号公寓A栋802、804
房的房地产进行网络与现场同步拍卖。该标的建筑面积为
233.87平方米。参考价：66万元（保证金30万）

特别说明：拍卖成交后，标的过户所需缴纳的所有税费均由
买受人承担，成交前标的所欠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物业费等）均由
买受人承担。

标的即日起开始预展，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9月12日17

时前交纳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至指定账户后，联系我公司办理

报名手续。

联系电话：0951-6714068 13995079013 刘先生
联系地址：宁夏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体育场一号通道

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拍卖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07执1379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王秀海与被执行人王槐科、林兰花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6月11日作出(2019)琼0107执

1379号执行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王槐科、林兰花购买的登记在

海口投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凤翔西路南侧凤翔

花园(A地块)4号楼1-2402房的房产，查封期限为三年。

因被执行人王槐科、林兰花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本院拟对上述查封的房产进行处置。如对上述查封的房产

有异议者，须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持相关证据材料向本

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二○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南方主网与海南电网第二回
联网工程海底电缆路由注册公告

南方主网与海南电网第二回联网工程于2015年7月底由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建设，海底电缆路由北起广东省徐闻县
角尾乡南岭村500kV南岭海缆终端站（20°15'17.86"N，109°
56'53.17"E），南至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林诗村500kV林诗岛海
缆终端站（19°59'13.92"N，109°56'45.56"E），自北向南穿越琼
州海峡西侧，共铺设4根500kV自容式充油海底电缆，铺设路由
与南方主网与海南电网第一回联网工程3根海底电缆平行，路由
最大宽度900米（深水区），最小宽度28米（浅水区）。本工程于
2018年9月12日取得海域使用不动产权证，2019年5月30日投
入运行，并于2019年7月9日取得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关于南方
主网与海南电网第二回联网工程海缆铺设后注册复函》。

依据国家《海底电缆管道保护规定》，海底电缆路由两侧根据
水深情况50~500米为海底电缆保护区，禁止在海底电缆保护区
内从事挖砂、钻探、打桩、抛锚、拖锚、底拖捕捞、张网、养殖或者其
他可能破坏海底电缆安全的海上作业保障海底电缆安全。

特此公告。
海南联网二回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

公 告
海资规〔2019〕6731号

产权
申请人
海南君和
勘测设计
有限公司

申请依据

琼（2018）海口
市不动产权第
0121470号

申请土
地面积
359.36
平方米

土地座落

海口市美兰
区海达路

土地权属
证件

海口市国用
（籍）字第
J0296号

项目名称

金都花园

原土地使
用者

海南嘉均
达物业总
公司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
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
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见报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
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海口市振兴路8号）办理异议登记
或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电话：0898-65361223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金地华府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金地华府项目位于海口市金盘路南侧，属《海口市城西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项目于2016年3月通过规划许可，于2017
年6月变更方案，方案内容为5栋地上4-27层，地下1层商业楼，批
建面积地上26647.14m2、地下6630.07m2。现建设单位申请将AB栋
首层平面图增加风井，调整踏步级数，调整无障碍通道位置。经审
查，变更方案总建筑面积及计容面积保持不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8月15日至8月28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 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
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苏琳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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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号

海 南 江 富 泰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ABA5C，法定代表人：谈方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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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税二
稽罚告〔2019〕1000046号）公告。你公司见本公告后可自行到我局
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一）事实依据：1.你公司取得广西南宁盈贯胜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13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500153130，发票号码01196388-
01196400），物品名称详见销货单，金额1,282,051.29元，税额217,
948.71元，价税合计1,500,000.00元。以上发票已于2016年4月、5
月分别认证申报抵扣进项税额201,064.95元、16,883.76元。2.你公
司取得广东曼尔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开具的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代码4400153130，发票号码56718464-56717476），物品名称
为白砂糖，金额1,284,495.72元，税额218,364.28元，价税合计1,

502,860.00元。以上发票已于2016年6月、7月分别认证申报抵扣进
项税额151,751.88元、66,612.4元。3.2016年5月21日至7月27日，
你公司向临安市三齐电子有限公司开具12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 4600153130，发 票 号 码 00576434- 00576441、00591307、
01944599-01944601），物品名称为合金棒，金额合计1,009,735.09
元，税额合计171,654.91元，价税合计共1,181,390.00元。（二）法律
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你公司上述行为定性为虚开发
票,拟处以罚款50万元。

二、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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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拟对你罚款2000元（含2000元）以上，拟对你单位罚款
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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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税务大厦七楼
联系人：林女士 电话：66969080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9年8月15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08HN0117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

每辆车保证金为10000元，公告期为：2019年8月15日至2019
年8月28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
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com.
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
厦18楼)，电话：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8月15日

车牌号

琼ABV112

琼ABV117

琼ABX569

琼AY3525

琼DF6655

琼DB0110

厂牌型号

别克牌
SGM6529ATA

别克牌
SGM6529ATA

大众
SVW6451CED

别克牌
SGM6527AT

东风牌
ZN1022U2X
东风日产牌

DFL6460VECF

登记日期

2011.2.21

2011.2.21

2011.3.1

2010.7.5

2010.6.23

2010.1.15

行驶里程
（公里）

220000

150000

170000

270000

134991

269718

排量

2.4

2.4

1.8

3.0

2.5

2.5

挂牌价
（元）

28800

28800

33600

21000

10000

30000

商铺转让公告
MY201908HN011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商铺，本次转让商铺分别坐
落于儋州市那大镇中兴大街v12-3地块朝盛楼（原地方税务局对
面）和文昌市庆龄路半岛阳光小区，均处于商业较繁华地段，交通
便利，周围生活配套设施完善。面积、楼层情况详见下表：

公告期：2019年8月15日至2019年9月11日。标的现状、竞
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
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查
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电话：66558038 吴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李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8月15日

标的
名称

儋州市
朝盛楼
铺 面
（ 原 地
方税务
局 对
面）

文昌市
半岛阳
光小区
铺面

标的
序号

1
资
产
包

2
资
产
包

3

4
5

标的名称

朝盛楼1号铺面
朝盛楼1号铺面-1
朝盛楼2号铺面-1
朝盛楼3号铺面-1
朝盛楼4号铺面-1

合计
朝盛楼2号铺面
朝盛楼3号铺面
朝盛楼4号铺面
朝盛楼5号铺面

合计
2#楼2号商铺1、2层

2#楼3号商铺1、2层
2#楼5号商铺1、2层

建筑面积
（m2）
126.45
126.45
238.21
168.54
105.5
765.15
238.71
171.91
106.08
237.72
754.42

86.07

108.45
101.57

挂牌底价
（元）

7010640

10930680

2076008.4

2518209
2724107.4

保证金
(万元)

215

325

65

75
80

新华社莫斯科8月13日电 俄罗
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在莫
斯科对新闻界说，支持莫斯科警方采
取行动坚决制止社会骚乱。

塔斯社援引佩斯科夫的话报道
说，克里姆林宫认为权力机关工作人

员绝不应过度使用暴力，但执法者采
取行动坚决制止社会骚乱的做法是正
确的。

佩斯科夫强调，当警方因制止骚
乱而遭到司法诉讼时，应对相关案情
进行必要调查并在法庭上予以审理。

公众应当明辨按既定程序进行的合法
活动与旨在组织煽动民众参与动乱的
活动之间的区别。

佩斯科夫说，俄执法机关会履行
自身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制止非
法活动并保障合法活动安全开展。若

未经当局许可的集会导致大规模骚
乱，可将其定性为“有组织的骚乱”并
予以制止。

过去数周来，莫斯科市中心发生
多场非法集会和游行活动。集会者抗
议数名有意参加莫斯科市杜马选举的

独立候选人被该市选举委员会取消参
选资格，警方在维持现场秩序时与部
分示威者发生冲突，拘留了上千名非
法集会参与者。俄调查委员会根据大
规模骚乱等事实多次进行刑事立案，
十多人因涉案被批捕。

过去数周来，莫斯科市中心发生多场非法集会和游行活动,警方拘留了上千名非法集会参与者

克里姆林宫支持莫斯科警方坚决制止骚乱

新华社莫斯科8月14日电 俄罗
斯太平洋舰队新闻处 14日发布公
告说，今年完成改造升级的“龙卷
风”号导弹艇当天在日本海进行了

导弹试射。
塔斯社援引公告报道说，“龙卷

风”号向水面和空中标靶发射了导弹
并成功命中目标。

公告说，“龙卷风”号近期将使
用配备数字火控系统和新型光电
装置的AK－176MA型舰炮进行多
项射击测试，并将测试艇上的AK－

630型6管30毫米舰炮性能。
“龙卷风”号建造于20世纪 80

年代，标准排水量为640吨，配备反
舰导弹、防空导弹和舰炮。

俄罗斯海军导弹艇在日本海试射导弹

伊朗官员13日披露，遭英国方
面扣押的涉伊朗油轮“格蕾丝一号”
将“很快”获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和法
尔斯通讯社援引港口和海事组织副
主管贾利勒·伊斯拉米的话报道，就
油轮遭扣押，伊方与英方磋商并“交
换一些文件”，“英方对释放伊朗油轮

‘格蕾丝一号’感兴趣”。
伊斯拉米说：“我们相信，不久的

将来，‘格蕾丝一号’将悬挂伊朗国
旗、在国际水域恢复作业。”

只是，伊斯拉米没有披露油轮可
能获释的具体时间和伊英磋商的具
体内容。

英国海外领地直布罗陀当局7
月4日在英国海军协助下扣押悬挂
巴拿马国旗、装载伊朗原油的“格蕾
丝一号”，指认它违反欧洲联盟制裁、
向叙利亚运送原油。这是欧洲方面
首次扣押涉嫌违反欧盟对叙制裁的
油轮。

伊朗方面多次敦促英方释放“非
法扣押”的油轮，说它遭拦截时处于

国际水域，且并非向叙利亚运送原
油。伊斯拉米8月13日告诉伊朗媒
体，依据“错误的指认”，“格蕾丝一
号”遭扣押。

直布罗陀最高法院7月19日下
令，延长扣押装载伊朗原油的油轮，
期限30天。同一天，伊方在霍尔木
兹海峡扣押悬挂英国旗的“史丹纳帝
国”号油轮，指认它与伊朗渔船相撞
并违反多项规定。

多家媒体13日报道，直布罗陀
当局对“格蕾丝一号”的扣押即将到

期，直布罗陀最高法院15日将决定
是否再次延长扣押。

一家伊朗媒体以直布罗陀当局
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格蕾丝一号”将
在13日晚些时候获释。路透社13日
以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直布罗陀官
员为来源报道，这一消息不属实。

直布罗陀当局发言人13日早些
时候告诉媒体记者，“格蕾丝一号”遭

“合法扣押”造成局势紧张，直布罗陀
方面“将继续寻求（局势）降级”。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伊朗说遭扣押涉伊油轮将“很快”获释

美国社交媒体脸书公司13日承
认，它雇用数以百计的承包商雇员“监
听”用户的语音资料并转录为文字。

彭博社13日报道，脸书在一份声明
中说，它收集用户语音资料前经过用户
允许。

据彭博社的报道，脸书仅“监听”
安装脸书推送信息应用并开通语音
转录功能的用户，利用用户的语音资
料“测试脸书人工智能软件理解语音
信息的能力”。

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去
年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作证时否认脸书收
集用户语音资料、用以投放广告，称之为

“阴谋论”。脸书随后在交给国会的书
面证词中说，脸书会经用户许可收集用
户对话，但没有解释如何加以处理。

提供语音辅助功能的亚马逊、苹
果和谷歌公司先前承认收集用户对
话，以“改进产品”。苹果和谷歌不久
前说，已经停止这种做法；亚马逊公司
则对系统作出修改，允许用户禁止亚
马逊的“语音助手”收集语音资料。

杨澍坤（新华社微特稿）

脸书承认
“监听”用户语音

印度尼西亚官员13日说，已经
向澳大利亚方面退回8个集装箱、大
约210吨垃圾。

印尼东爪哇省海关发言人阿尔
韦娜·克里斯蒂娜·祖布阿告诉媒体
记者，一艘货轮12日载着那8个集装
箱驶离第二大城市泗水，向新加坡航

行。她没有提及垃圾运回澳大利亚
的具体时间。

东爪哇省海关人员7月在泗水
查出来自澳大利亚的8个集装箱中
包含有害垃圾和家庭垃圾，包括用过
的尿布和电子垃圾，而这些集装箱原
本应该装废纸。祖布阿13日说，6个

集装箱装有有害垃圾，另外2个集装
箱中混有家庭垃圾。

印尼巴淡岛官员先前同样宣
布，将退回查出的42吨“洋垃圾”，
包括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
垃圾。

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

等多个东南亚国家近几个月加强对
“洋垃圾”的进口限制，退回来自美
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多个批次装有
垃圾的集装箱。法新社13日报道，
东南亚国家拒绝继续充当发达国家
的“垃圾倾倒场”。

郑昊宁（新华社微特稿）

印尼退回210吨澳大利亚“洋垃圾”
新西兰发现
人类大小巨型企鹅化石

据新华社惠灵顿8月14日电 据新西兰媒体
14日报道，一个由新西兰和德国研究人员组成的
研究小组通过分析发现，去年在新西兰坎特伯雷
地区北部一处遗址出土的企鹅腿骨化石，属于一
种新的巨型企鹅物种。这种企鹅生活在距今
5600万至6600万年前，高约1.6米，体重可达80
公斤。研究人员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
企鹅物种之一。

8月12日，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总
统马克里出席新闻发布会。

阿根廷11日举行总统选举初选。结果显示，
反对派候选人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得票率超过
47%，领先现任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约15个百
分点。此前，多份民调显示，两人支持率差距较
小，但初选结果令人意外。 新华社/法新

马克里在阿根廷总统选举
初选中意外失利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13日发布新闻公报说，
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当天下午发生一起一名男子
持刀伤人事件，导致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中国女
性公民。图为警方在事发现场工作。 新华社发

一名女性中国公民
在悉尼持刀伤人事件中受伤

印度“月船2号”
进入月球转移轨道

新华社新德里8月14日电 印度
空间研究组织14日说，“月船2号”探
测器当天早些时候成功完成一次变轨
操作，进入月球转移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