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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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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号

海 南 冠 羽 纺 织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9E34U，法定代表人：彭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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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46号）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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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你公司2016年11月向海口娅丽特鞋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2份，发票代码为4600162130，发票号码为00375363-
00375364，发票金额合计145,374.36元，发票税额合计24,713.64
元，价税合计170,088.00元。海口娅丽特鞋业有限公司承认在与你公
司并无真实业务交易的情况下，购买两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进
项税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
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
票；”的规定，你公司此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2、你公司
取得上海宇象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象公司）2016年11月28日
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47 份，发票代码 3100162130，发票号码
09497051-09497097，发票金额合计4,666,666.58元，发票税额合计

793,333.42元，价税合计为5,460,000.00元抵扣进项税额。国家税
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于2018年12月10日做出税务行政
处罚决定，认定宇象公司2016年在未有真实经营活动的情况下，为他
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包括开具给你公司的上述47份增值税专
用发票），并进行虚假申报纳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
经营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规定，你公司此行为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
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
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
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的规定，拟对你公司处予50万元罚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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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联系人：马女士；电话：0898-66753017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9月11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字[2019]93号

海 南 卜 偲 驿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MA5T7P5272，法定代表人：许小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我局
将对你公司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涉税情况依
法进行检查。但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证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
系你公司相关人员，相关涉税文书无法送达，现将《税务检查通知
书》（琼税一稽检通一〔2019〕1000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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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联系人：秦鸣、韩文敏、蔡燕雄
联系电话：0898-66770392
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712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9月11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字[2019]94号

海 南 辰 程 昊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MA5T7NJ717，法定代表人：许小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我局
将对你公司2018年12月28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涉税情况依
法进行检查。但因你公司不在税务登记证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
系你公司相关人员，相关涉税文书无法送达，现将《税务检查通知
书》（琼税一稽检通一〔2019〕1000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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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联系人：郑春妮、葛兆波、林明月
联系电话：0898-66770301
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717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9月11日

关于中止文集建试（2019）-6号地块挂牌出让活动的公告
刊登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海南日报》A11 版及相

关网站发布的《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19〕第7号），拟挂牌
出让的文集建试（2019）-6号地块因故中止挂牌出让

活动。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1日

海南龙诚达投资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海口中院”)于2018年1月26日作出

(2018)琼01破申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海南龙诚达投资有限公司
(下称“龙诚达”)的重整申请，并于2018年4月24日指定海南万理律师
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下称：管理人)。为盘活龙诚达优质资产，实现资产
价值最大化，完善重整计划，维护龙诚达债权人合法权益，现受管理人
委托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重整投资人在支付招募资金后将根据重整
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实际接管并控制龙诚达公司及其房地产项目等资
产，根据生效裁定以0价格的方式实际获得龙诚达全部股权及所有资
产。重整投资人按人民法院裁定确定的重整资金履行重整义务后，裁
定之外的债务不再清偿。现就招募事项公告如下：

一、龙诚达拍卖招募资产情况：1、位于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县城）
环东二路的“龙城天地”房地产项目，包括“龙城天地”二、三期项目。“龙城
天地”二期项目用地面积合计29892.54m2，共建有14栋商住楼，商住房
641套，总建筑面积72059.37m2，其中商铺91套，15216.83m2；住宅550
套，56842.54m2，总建筑层数为地上9层(不含架空层)，1-2层为临街商
业裙楼，以上为住宅楼；目前7栋主体工程已完工并全部封顶，4栋主体工
程完工未封顶，3栋主体工程未完工。“龙城天地”三期项目。为国有建设
用地，占地面积12372.87m2，设计报建面积24745m2，已完成开工前的
报建手续，尚未开发。三期用地为两块，分布在主街道两边十字路口，有
很高的商业价值。二、三期可开发建设和运营的房产面积近10万平方

米。该项目位于省会城市海口市1小时经济圈的区域，建于县城主干街
道旁，基础设施良好，有海屯高速公路直达项目所在地，交通便利，随着海
南国际旅游岛和海南自贸港建设进程的加快，项目具有良好的前景和较
大的升值潜力。经管理人委托第三方审计、评估，基准日2018年10月
31日，上述房地产项目评估清算价值304401680元。2、应收、预付款等
其他资产46096946.36元。二、招募资产的参考价：上述招募资产需投
入的重整资金参考价28600万元。三、意向投资人的基本条件：参与招
募的意向重整投资人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投资人可以是个人、法人或
者其联合体；（二）、投资人须具有房产项目开发建设的履历和经验；（三）、
在接管龙诚达公司前能足额支付约定的重整资金，不少于2.86亿元；
（四）、投资人须有良好的信用，且无影响接管龙诚达公司后营运的违法违
规的不良记录；（五）、能确保在接管龙诚达公司后，按重整协议完成项目
的后续建设并按重整计划要求的期限向购房者交付房屋。四、公告期
限：本公告之日起30天内，招募人接受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的咨询并
提供招募手册，同时协助购买招募手册的意向投资人开展对重整公司及
其资产的尽职调查。五、其他事项：招募人确认提供的招募手册和龙诚
达相关资料的真实性，但不构成对意向投资人的任何承诺和保证，意向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理解以进行决策。六、招募人：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
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层，联系人：黎女士，联系
电话：0898-68585005/13876683321

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南省烟草公司琼海公司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9月24日上午

10:00在我司拍卖大厅按现状公开拍卖琼C15440日产尼桑等6辆旧机
动车（详细资料请扫下方二维码），竞买保证金：3000元/辆；

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
展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路烟草公司停车场；
特别说明：1、竞买人应须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

行）》的规定取得增量指标，或具备车辆登记管理部门转移登记的条件（登
录www.hnjdctk.gov.cn查询）；2、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发
生税费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9月23日16:00
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报名请携
带身份证、汇款凭证、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指标证明文件等。

开户名：海南铜锣湾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中行海口海甸五西路支
行；账号：267505744781。

联系电话：0898-31302088、13637647779、
17789896368

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1号景瑞大厦A座21层
网址：www.tlwpm.com

全 国 青 年 文 明 号 中 国 AAA 级 资 质 拍 卖 企 业
ISO9001-2015 认证企业 海南省品牌创建示范企业

铜锣湾拍卖二维码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乐自然资公告﹝2019﹞8号

经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幅)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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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
人只能单独申请。申请人应具备的其他条件：竞买人可以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律法规另有限制的、或在乐东黎
族自治县行政辖区内有闲置建设项目用地或拖欠土地出让金的除外。
为保证项目能按时完成开发建设，竞买人自有资金必须不低于3亿元人
民币（以本次挂牌出让公告发布后，竞买人同一开户银行账户出具的竞
买人的存款余额证明为准）。三、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
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9年9月16日
至2019年10月14日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
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获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9月20日至2019年10月16日上午11时00分
止到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
备整理中心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
易）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0月16日
11时00分（以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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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17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
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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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块挂牌时间分别为：乐东县
Ln2018-9-1号:2019年10月8日9 时至2019年10月18日10时；乐
东县Ln2018-9-2号:2019年10月8日9 时至2019年10月18日10
时。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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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交
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双方的印花税由竞得者缴纳），其他
税费按规定缴交。3、乐东县Ln2018-9-1号地块土地用途为科研用地

（科研与物流仓储用地兼容比例8.5：1.5），只用于我县南繁基地配套服
务区项目的开发建设，不得擅自改变用途。科研办公等楼宇采取租售
并举的方式运营，出售对象仅限于入驻乐东县南繁基地配套服务区项
目的南繁单位（指从事南繁育种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不可分割产权出
售给个人。地块投资强度为200万元/亩。4、乐东县Ln2018-9-2号
地块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采取租售并举的运营方式，出售对象仅
限于入驻乐东县南繁基地配套服务区项目的南繁单位（指从事南繁育
种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不可分割产权出售给个人，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
权后，项目的开发建设应配合乐东县Ln2018-9-1号地块科研用地的
开发建设，两宗地建设进度同步，保证科研单位进驻乐东县南繁基地配
套服务区后，科研等人员能入住。同时按照《关于印发<海南省建设用
地出让控制标准（试行）>的通知》（琼国土资规[2018]7号文）有关规定，
该宗地块的投资强度为250万元/亩。5、两宗地块土地权属清晰，征地
补偿安置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全部补偿完毕，无法律经济纠纷、符
合净地出让条件，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
机械可以进场施工的土地条件。6、此两宗地块若需要装配式建筑，应
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7、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
子邮件及口头申请。8、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文件。9、详细情况请登录
http://www.landchina.com/、http://www.ggzy.hi.gov.cn、http:
//lr.hainan.gov.cn、http://ledong.hainan.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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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
镇江北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大楼二楼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联系人：林先生 联系电话：0898-85531814 65303602
乐东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0日

宗地编号
乐东县

Ln2018-9-1号
乐东县

Ln2018-9-2号

土地面积（m2）

133304.83

34890.64

地块位置

乐东县黄流镇

乐东县黄流镇

使用年限

50年

70年

土地用途
科研用地（科研与物流仓
储用地兼容比例8.5：1.5）

住宅用地

建筑密度

≤30%
≤25%

容积率

容积率≤1.2
1.0<容积率≤1.2

绿地率(%)

≥40
≥40

竞买保证金(万元)

7600

7500

建筑限高（米）
20米（局部可
突破至30米）

20米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7600

7500

乐东县Ln2018-9-1号地块只用于乐东县南繁基地配套服务区项目的开发建设，科研办公等楼宇采取租售并举的方式运营，出售对象仅限于入驻乐东县南繁基地配套服务区项目
的南繁单位（指从事南繁育种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不可分割产权出售给个人。

乐东县Ln2018-9-2号采取租售并举的方式运营，出售对象仅限于入驻乐东县南繁基地配套服务区项目的南繁单位（指从事南繁育种的科研机构和企业），不可分割产权出售给个
人。乐东县Ln2018-9-2号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34219平方米。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第20191011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10月11日下午15时，在海南文昌市文城镇
文建路166号维嘉国际大酒店主楼四楼椰乡厅，按现状公开净价整体
拍卖以下标的物：位于文昌市文城镇城南工业开发区海南电缆厂第一
幢办公大楼（房产证号：文房字第00416号，建筑面积：1768.88平方
米，该栋房产已抵押给文昌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并于2019年8月22
日被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封，查封期限为三年）和第三幢铠装
车间（房产证号：文房字第00417号，建筑面积：2832.94平方米），参考
价：798万元（整体），保证金：80万元。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
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0月10日16时止。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
以2019年10月10日16时前到账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营业部；
账号：11006258312001。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某某标的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标的情况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并
交付，买卖双方产权过户的税费等全部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2、关于
限购事项，按照海南省相关政策执行；3、本次拍卖仅拍卖该标的房屋
所有权，不包括房屋所在的土地使用权。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国贸
北路金融花园A座2层；联系电话：68529777 13976111340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1日

“儋马”今起接受报名
本报那大9月10日电（记者周月光 特约记者

李珂）金牌赛事——2019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
将于12月22日鸣枪起跑，“儋马”组委会从9月11
日至11月10日接受国内外跑友报名。

2019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将于12月22日
上午7：30在海南省儋州市民文化广场鸣枪起跑，
比赛项目有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半程马拉
松（21.0975公里）、迷你健康跑（5公里），国内外跑
友可在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官网www.danma.
cn报名，参赛规模控制在18000人，报满即止。

据介绍，与国内众多的马拉松赛相比，2019海
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最大亮点是奖金覆盖面超广，
组委会打破传统惯例，为鼓励国内外跑友参加，设
置排名奖、中国籍奖、年龄组奖、跑团奖、纪录奖，奖
金近千份，是国内奖金覆盖面最广的马拉松赛事。

2019陵水疍家海钓赛本周六举行

国内超百名高手参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旅

文厅获悉，因受台风影响，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
之陵水疍家海钓赛改为9月14日在陵水黎族自
治县新村港举行。

据了解，本次海钓赛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0
多名海钓高手同场竞技。赛事共设两大竞赛项目，其
中团队总重量奖奖励前三名，另设团队单尾最重奖一
名。按照竞赛规则，每支参赛队伍需4人自行组队
向组委会报名。赛事设立现场报名，组委会还将邀
请现场观众和游客参与海钓体验，感受海钓运动。

该比赛由省旅文厅、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主办。

“月亮姐姐”儋州上音乐课
本报那大9月10日电（记者王玉洁）9月10

日教师节这天，儋州市大成镇中心学校“月亮姐
姐”音乐课堂正式揭牌。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主
持人“月亮姐姐”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
题，给学生们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爱国主义思想
教育音乐课。

这是由团省委、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团儋州
市委、儋州市教育局共同主办的“乡村振兴·教育先
行”海南希望工程名师（家）公益课堂进校园活动。

国足五球大胜马尔代夫
世预赛迎来开门红,归化球员艾克森首秀梅开二度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海南日
报记者从省旅文厅获悉，2019海南
高尔夫球公开赛巡回推广赛首战比
赛近日在日本北海道Happy Val-
ley 高尔夫俱乐部收杆。最终，吕
剑、施晓莉分别以71杆和84杆的成
绩，分别夺得男女组总杆冠军。他
俩也获得了2019海南高尔夫球公
开赛暨国际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的
入场券。

本次比赛吸引了中日两国130名
业余高手参加。海南公开赛已经举办
了11届，从去年开始，海南公开赛走

出国门，足迹遍布世界各大洲。今年
海南公开赛还将走进韩国和泰国。本
次比赛女子总杆冠军施晓莉赛后说，
她还没有去过海南岛，很向往去海南
打高尔夫。

海南拥有发展高尔夫旅游得天
独厚的气候条件，一年四季都能惬意
挥杆，加上遍布全岛的高尔夫球场都
各有特色，让高尔夫旅游成为海南一
张靓丽的名片。

日本北海道高球协会相关负责
人说：“这是海南高球公开赛第二次在
日本比赛，我之前去海南打过高尔夫

球，球场很漂亮，特别喜欢，所以希望
能让更多人了解海南。海南和北海道
都是高尔夫旅游胜地，希望能够通过
海南公开赛，以赛促旅，以旅带文，促
进两地的高尔夫文化交流。”

本次赛事运营方海南体育赛事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少雷表示，目
前海南正在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打
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以便为海内
外游客提供更加多样化、时尚化的
旅游消费体验。期待更多的海外高
尔夫爱好者携亲朋好友一同来海南
挥杆旅游。

以高球推介海南 以赛事推动旅游

海南高球公开巡回赛日本站收杆

图为选手在日本站比赛中。

四分之一决赛预告

（9月11日）

美国VS法国

（19：00）

澳大利亚VS捷克

（21：00）

（以上比赛均由CCTV-5直播）

四分之一决赛战报

阿根廷97：87塞尔维亚

西班牙90：78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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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日凌晨，中国国家男足
在2022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
首场比赛中，客场5：0战胜马尔代夫。

第34分钟，国足归化球员艾克森策
动攻势，李磊传中助吴曦头球破门。第
45分钟，杨旭禁区内攻门，武磊头球接
力破门。第64分钟，杨旭点球将比分扩
大。第81分钟，韦世豪再度为中国队赢
得点球，艾克森操刀命中。全场补时阶
段，韦世豪又助艾克森梅开二度。

里皮重掌国足教鞭后率队展开新
一次世预赛征程。40强赛阶段国足与
叙利亚、菲律宾、马尔代夫与关岛同
组。此战国足由武磊、杨旭与归化前锋
艾克森组合锋线，蒿俊闵、吴曦与池忠
国搭档三中场。上届世预赛40强赛阶
段国足两战马尔代夫分别以3：0、4：0
的比分奏凯。 （小新）

红牌信息
马尔代夫队：加尼

黄牌信息
马尔代夫队：西法乌、马胡迪、

易卜拉欣
中国队：艾克森、韦世豪、吴曦

中国队首发阵容
1-颜骏凌；4-李磊、22-朱辰

杰、5-张琳芃、17-王刚；14-池忠
国（第84分钟，13-李可）、15-吴
曦、8-蒿俊闵（第79分钟，16-姚
均晟）；11-艾克森、9-杨旭（第68
分钟，19-韦世豪）、7-武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