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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
关于做好和风家园征地项目回迁安置商品房
一期（永泰花苑小区）选房登记工作的通告

尊敬的和风家园征地项目被征收人：
根据和风家园征地项目工作安排，为科学合理地开展和风家

园征地项目回迁安置商品房一期（永泰花苑小区）回迁安置工作，

现定于2019年9月26日至2019年9月30日（上午8：30-12：00，

下午14：00-18：00）进行选房顺序号登记，请您带上身份证、户口

本、《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登记顺序号单》的原件及复印件等相

关材料到指定地点进行登记；和风家园选房的具体方案和流程可

在登记时了解，选房工作预计2019年 10月上旬进行。

请选择回迁安置商品房一期（永泰花苑小区）的被征收人在

规定时间内前往和风家园项目指挥部进行选房登记工作。

特此通告

登记地点：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和风家园项目项目指挥部

一楼，联系电话：65778071。

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
2019年9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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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号

海南森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324170903，
法定代表人：肖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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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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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向云南七福药业有限公司
和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两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9份，
发 票 代 码 4600153130，发 票 号 码 00651591 至 00651604、
00651658 至 00651666、00651698 至 00651708、00652128 至
00652139、00652175至00652181；发票代码4600142140，发票
号码00488824至00488829。违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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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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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在没有真
实业务的情况下，向云南七福药业有限公司和云南通用药业有限

公司两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9份，属于“为他人、为自己
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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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587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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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处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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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联系人：蒙女士；
电话：0898-66786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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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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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号

海口勇潘商贸有限公司（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T3JE42L，
法定代表人：鲜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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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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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司在没有实际发生经营业务情况下，分别向深圳市益宝盛实业有

限公司、深圳市金胜祥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鑫胧吉科技有限公司等

三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4份，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

票号码：06302172-06302195，金额共计2,390,598.52元，税额共

计406,401.72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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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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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4份，发票代码4600163130，

发票号码 06302172-06302195，金额 2,390,598.52 元，税额

406,401.72元的涉税违法行为，拟处予500,000.00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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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联系人：陈先生；电

话：0898-66770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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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盟·椰海国际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中盟·椰海国际项目位于海口市城西镇苍峄路22-1号，项目于
2018年1月通过规划许可，变更内容为B户型由2居室变更为3居室。
方案变更建筑外立面、建筑面积、各项规划指标保持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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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至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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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
gh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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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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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6日

尊敬的各位海口市民：
为配合推进省府北-白龙南交叉路口互通工程，我司位于海

府路太子道附近的市政管网米铺DN1200管道,需由项目施工方
实施迁改作业。为配合施工方施工，施工期间需停水20小时，我
司将于2019年9月17日（本周二）4:00至24:00期间，关闭海府
路方向的主管道阀门。在配合管道迁改施工完成并开启主管道
阀门后，我司市政主管道将在9月18日（本周三）8:00基本恢复
正常压力，受影响的各小区预计9月18日（本周三）20:00前逐步
恢复到正常压力。受此影响，国贸片区、国兴大道以北，龙昆路以
东，滨江路以西，包括海甸岛与新埠岛，以及滨海大道填海区等片

区将水压偏低或无水，敬请广大客户提前蓄水备用。
在施工方进行米铺DN1200管道迁改作业期间，我司将启

动相应保障供水应急预案。施工完成开阀后，上述受影响区域
会存在大口径管道空管补水缓慢（即水小）、管网末梢水质情况
波动等后续问题，请客户在来水后留意观察水质情况，如有浑浊
的现象请先排水至干净后再使用，如需帮助请拨打我司24小时
客户服务热线电话963111，我司将竭诚为您服务。由此带来的
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知。

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6日

海口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
关于配合省府北-白龙南交叉路口互通工程进行供水管道迁改的停水通知

万物互联的时代，机遇与挑战并
行，便捷和风险共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
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
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
要思想，我国网络安全工作取得历史
性成就，凝聚了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网
络安全防线正在高高筑起。

为国家网络安全工作
立柱架梁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
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习近平总
书记高屋建瓴的话语，为推动我国网
络安全体系的建立，树立正确的网络
安全观指明了方向。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
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央网信办会同相关
部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不断完
善网络安全工作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

——2017年6月1日，网络安全
法正式施行，将网络安全各项工作带
入法治化轨道；

——《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通信网络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网络
安全法律法规和战略规划相继出台，
网络空间法治进程迈入新时代；

——印发《关于加强网络安全学
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关于加强
国家网络安全标准化工作的若干意

见》等政策文件，制定发布网络安全国
家标准289项，国家网络安全工作的
政策体系框架基本形成。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
行的神经中枢，是网络安全的重中之
重，也是可能遭到重点攻击的目标。

“我们必须深入研究，采取有效措
施，切实做好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防护。”在2016年4月19日召开
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

为网络安全织密防护网，为国家
安全打造金钟罩。

金融、能源、通信、交通等领域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体系不断完善，
防护能力持续增强；《国家网络安全事
件应急预案》发布实施，网络安全应急
响应和处置能力有效提升；研究起草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有效防范化解
供应链网络安全风险；制定发布《云计
算服务安全评估办法》，提高党政机
关、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采购使
用云计算服务的安全可控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安全
保障能力建设得到加强，国家网络安
全屏障进一步巩固。

加快推进网络安全人
才培养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
“网络空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

才竞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研究制定
网信领域人才发展整体规划，推动人
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让人才的创造
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与时俱
进，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加快网
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程。

2016年6月，中央网信办、发改
委、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
强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
见》，推动开展网络安全学科专业和院
系建设，创新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机制。

设立“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
40余所高校成立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
学等7所院校成为首批“一流网络安
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高校”。

自2016年起，我国连续三年开展
网络安全人才奖、优秀教师奖等评选
活动，积极利用社会资金奖励网络安
全优秀人才、优秀教师，取得良好的
社会效果。

以人才为先机，以企业为抓手，各
地纷纷着手打造网络安全高地。

今年1月，工信部和北京市共同
打造的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正式揭
牌，将重点推动网络安全产业集聚发展、
网络安全核心技术突破、实施网络安全
人才培育计划等。到2020年，产业园
区年产业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元。

天津市注重加强网络安全学科建
设，天津理工大学牵头成立网络安全与
大数据特色学科群；南开大学成立人工

智能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等，培养
适应和引领时代发展的未来人才。

在位于武汉市的国家网络安全人
才与创新基地展示中心，巨大的墙面
屏与地面屏连为一体，头顶的矩阵灯
光与之交映，震撼的光影效果令人称
奇；通过网络安全威胁态势感知系统
的操作控制台，观测不同环境下的网
络状态，体验攻防之间的博弈……

这个集产学研于一体的“网络安
全学院+创新产业谷”基地，由中央网
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指
导武汉市建设。目前，基地注册企业
98家，注册资本280余亿元，签约项
目63个，协议投资3500亿元，在建项
目总投资达2376亿元，国内网络安全
企业50强中近三分之一在此落户。

让人民群众在网络空
间享有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网信事业的发展为了谁？习近平
总书记清晰地回答了这一根本性问
题：“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互联网是社会发展的新引擎，也
是国际竞争的新高地。信息技术为人
们带来便利，也伴随着不少隐患。

不少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形——
线上办个会员卡要提供姓名和身份证
号、浏览网页时经常被推送“精准广

告”、使用APP遭遇个人信息收集霸
王条款、社交平台账户注销困难重重
……类似的问题让许多网民担心会因
此泄露个人信息而造成损失。

为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2019
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APP违法违
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成立
专项治理工作组，建立举报渠道，对存
在严重问题的APP采取约谈、公开曝
光、下架等处罚措施。

截至目前，工作组已受理8000多
条网民举报，评估了400余款大家常
用的、下载量比较大的APP，向其中
100多家问题比较严重的APP运营
者发送了整改通知，督促其整改。

自2014年起，由中央宣传部、中
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信部、公安部、中
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
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十部
门，共同主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
展网络安全进社区、进校园、进军营等
活动，有效提升了全民网络安全意识
和防护技能，“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
安全靠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

……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方面齐抓共

管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凝聚了全社
会共同努力的网络安全防线正在高高
筑起，亿万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拥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记者
王思北 翟永冠）

共筑网络家园安全防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安全工作成就综述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悠悠万事，安全为大。
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为学校办学安全托底，解决学校后
顾之忧，维护老师和学校应有的尊严，
保护学生生命安全。

近日，新华社记者走访了浙江、上
海、重庆、江苏、陕西等地的学校，看到
了健全立法、重拳执法筑起的“隔离
墙”，多方合力编就的“安全网”，还有
依托新科技撑起的“保护伞”。不断完
善的安全保障，正共同呵护着祖国校
园的安宁。

让校园成为最阳光、最
安全的地方

清晨的阳光，照在浙江诸暨西湖
小学的钟楼上，上课钟声响起，孩子们
走进童话城堡般的教学楼。

目送完孩子们进教室，校长孙先
菊拿出手机，看到微信群里的留言：

“2019年9月1日：今天要开家长
会，烦请各部门协助维持秩序。”

这个微信群里，有学校分管德育
的校长、校管委会主任、家委会主任，

还有公安、综治、文化等8个政府部门
的负责人，有事情大家第一时间通
气。诸暨打造的“枫桥经验”校园版让
校园成为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诸
暨的每个学校，会聘用一名法治副校
长、设一位驻校民警、派一名专职安管
员，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目前，全国70%以上的中小学幼儿
园，安全防范体系建设达到了国家建设
标准，涉校刑事案件连续6年下降。

9月9日，在西安市莲湖区郝家巷
小学的“生命健康安全体验教室”里，
六年级学生薛宇恒正在学习心肺复苏
等应急救护。

“2015年，我们创建了全省第一
家‘生命健康安全体验教室’，对孩子
们进行亲子讲座、学校安全教育、应急
演练等培训体验活动，普及现场自救
互救技能，培养学生生命安全意识。”
莲湖区郝家巷小学副校长曹剑说。

让科技赋能阻止“危险
而陌生的面孔”

开学伊始，位于江苏南京江宁大
学城的中国药科大学门口花团锦簇。
一项“黑科技”的运用吸引了不少人的
眼球——走到门禁前，正视前方眨眼
微笑，面板“滴滴滴”甄别身份，闸机打
开“秒速通过”。

据悉，学校在校门、公寓门、图书馆
出入口等位置安设了70多台这样的人
脸识别面板机。“系统十分智能，也很人
性化，再也不用担心扛着大包小包还要
找校园卡的麻烦啦！”返校的大二学生赵
曼如说，更重要的是，系统让人感到安
心，减少了学校里“危险而陌生的面孔”。

打开微信，对准墙上的二维码扫
一扫，拍下图片，输入“灭火器固定绳
断裂，存在消防安全隐患”。48小时

后，灭火器固定绳完成换新——在浙
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中小学和幼儿园
的校门、操场、食堂、教室楼口，都张贴
着“随手拍隐患”二维码标牌。学生、
家长扫码上传问题后，学校相关负责
人将同步收到微信提醒，使用手机便
可立即安排处理。

类似的“互联网+”高科技手段，有
效弥补了校园管理人力资源的不足。

让孩子远离“魔爪”和欺凌

“希望那些有劣迹前科的人，没有
接近孩子的机会。”重庆市九龙坡区家
长刘汭雪的呼声，日前得到了政府的
回应——2019年暑假，重庆出台了
《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工作暂行办法》，
“重庆市教职员工入职前涉罪信息查
询系统”也正式上线运行。

记者登录后发现，该系统可查询

2013年4月以来重庆市检察机关受
理的所有刑事案件信息，特别是性侵
案件信息。重庆市所有院校在招录聘
用教职人员时，都需进入系统核对，依
法依规决定是否录用。

“学生要学会自我保护，不能以暴制
暴”“在网络上不要泄露自己的私人信
息”“受欺凌时绝不能保持沉默”……在
上海市上南中学，学生们人手一册《网络
欺凌预防指南》。手册的封底，还有模仿
七言律诗的“网络欺凌预防口诀”。

这是上海首份由学校推出、直面
“网络欺凌”的手册。

如今，在上海上南中学，这本指南学
生和家长人手一份。专题讲座、家长会、
班会……围绕着这本小册子的学习教育
从未间断过。册子里的准则也已融化于
学生、家长、老师的行为和内心深处。

“将心比心，我们既是教育工作者，
也是为人父母，没有什么比孩子的安全
更重要。”浙江诸暨市浣纱初级中学校
长周其耀说。漫步在这个学校的校园，
鸟语花香中，孩子们或低头看书，或趴
在课桌上午休。“希望有更多人，更多力
量，一同守护这份宁静与美好。”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合力编就“安全网”科技撑起“保护伞”
——让全国的校园长久安宁

无人机袭击
致沙特石油减产一半

据新华社利雅得9月15日电（记者涂一帆）
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
曼15日表示，沙特国家石油公司（阿美石油公司）
的两处设施日前遭无人机袭击致使沙特原油供应
每日减少570万桶，约占沙特石油产量的50%。

阿卜杜勒-阿齐兹通过沙特通讯社发表声明
说，无人机袭击导致阿美石油公司的布盖格工厂以
及胡赖斯油田的石油生产暂时中断，石油产量减少
部分将通过沙特现有的石油储备来补偿给客户。
阿卜杜勒-阿齐兹说，袭击还导致沙特乙烷和液
化天然气供应量减少约50%。

也门胡塞武装部队发言人叶海亚·萨里阿14
日说，胡塞武装当日出动10架无人机对阿美石油
公司在布盖格和胡赖斯的设施发动袭击，并称此次
袭击是针对沙特“对也门的侵略和经济封锁”所实
施的报复，将来还会继续扩大对沙特的袭击范围。

日本猪瘟疫情
首次扩散到关东地区

据新华社东京9月15日电 据《朝日新闻》等
媒体日前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宣布埼玉县一个养
猪场出现猪瘟疫情。这是日本去年9月出现猪瘟
疫情以来，疫情从中部地区首次扩散到关东地区。

埼玉县秩父市一个养猪场饲养的生猪被销售到
山梨县一个加工厂时被发现异常。经检查确认，养猪
场和加工厂的异常猪均感染了猪瘟。埼玉县已从13
日晚开始对该养猪场约680头猪进行扑杀处理。

2018年9月，日本中部的岐阜县一个养猪场
出现猪瘟，这是日本时隔26年再次出现猪瘟疫
情。截至目前，已有包括岐阜县和埼玉县在内的
8个府县报告猪瘟疫情，涉及约40个养猪场，总
计约13万头猪被扑杀处理。

9月15日，在日本举行的2019年女排世界杯
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喀麦隆队，取得两连胜。
图为中国队球员李盈莹（上左）扣球。 新华社发

3：0横扫喀麦隆队

女排世界杯中国队两连胜

篮球世界杯在北京落幕

西班牙队夺冠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记者林德韧、李

博闻、汪涌）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决赛15
日上演，西班牙队以 95：75 击败阿根廷队，继
2006年夺得男篮世锦赛冠军后，第二次在国际篮
联最高级别赛事中夺冠。

28岁的西班牙后卫卢比奥荣膺决赛最佳球员，
他在赛后也获得了本届赛事最有价值球员称号。

决赛结束后，组委会公布了本届赛事的最佳
阵容5人名单，分别是塞尔维亚队的博格达诺维
奇、法国队的富尼耶、西班牙队的卢比奥和马克·
加索尔以及阿根廷队的斯科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