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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文锦里阳光城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和平南路南侧和
平里地段，建设单位为文昌侨南投资有限公司，总用地面积
10277.67平方米（折合15.41亩），项目用地属《文昌市文城西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现报来方案规划指标为：总建筑面
积 32014.76 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25945.68 平方米，不计容建
筑面积6069.08平方米），容积率2.49，建筑密度41.85%，绿地率
20%，建筑限高45米，停车位205个，商业建筑面积占比40%，
其中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面积444m2，申请补偿建
筑面积 350.68m2，补偿后计容建筑面积 25595m2。此次申报为
住宅和配套设计内容，1#楼总建筑面积14600.6平方米（住宅建
筑面积10293.78平方米，物业建筑面积85.81平方米，消控室建
筑面积 38.52 平方米）；2#楼总建筑面积 10068.99 平方米（住宅
建筑面积4129.84平方米，居委会建筑面积22.2平方米，治安联
防站建筑面积16.56平方米），以上规划指标符合项目土地出让
条件。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海南省民用建筑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暂行办法》等规定，现按程序对该项目
1#、2#楼住宅及配套报建方案等内容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9月19日至10月4日）；
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文昌市政府网站；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原文昌市国土局二楼，邮政编
码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
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易彪。

文 昌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9日

关于文锦里阳光城报建方案
及太阳能补偿面积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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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号

海 南 金 通 达 贵 金 属 有 限 公 司（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460100324201386，法定代表人：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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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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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你公司与汕头市恒顺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等4家单位没有发生业务，存在虚假交易、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行为。经证实，你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40份，
发票金额合计135,584,255.12元，税额合计23,049,323.27元，
价税合计158,633,57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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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二十二条、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你公司上述虚开发票的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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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女士 郭女士 电话：66969505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9年9月18日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坝址位于北
门江干流天角潭水陂上游500m处，水库正常蓄水位为58.0m，
水库总库容1.907亿m3，发电总装机为5000kW；规划水平年搬
迁安置人口为2086人，生产安置367人，修建集中安置点3个。
工程建设单位为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环评单位为中国
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即日起，社会各界可
登陆建设单位网站，查询、下载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公众意见表，网址：http://swt.hainan.gov.cn/sswt/tzgg/
201909/f2452a4711549b0953f4ad86f28a77a.shtml，纸质报告
书可联系并前往建设单位处查询，同时，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出环保
相关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夏工，0898-65728037，714458436@qq.com
评价单位：潘工，18612105731，1662519550@qq.com
公示时间：2019年9月18日至9月19日

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9日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委托，现定于
2019年9月24日上午10时在我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海
口市房地产投资开发公司《抵债协议书》项下权利及权益（涉及抵债
资产为海口市新达商住楼1606房）。参考价：人民币60万元；竞买保
证金：人民币30万元。以下人员不得竞买上述资产：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拍卖
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拍卖标的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与参与拍卖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拍卖标的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
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
制人；拍卖标的原债权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
黑名单人员；受海南省现行限购政策限制的主体；其他依据法律法规
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9月
23日,办理竞买手续截止时间：2019年9月23日17:00前（以竞买保
证金到账为准）。拍卖单位：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0898）66746655 、18976435423,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8号新
达商务大厦2803#。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8665271、68560463,
委托方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财政部驻海南专员办监督电话：（0898）66719286、66713686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新华社首尔9月18日电 韩国产
业通商资源部18日正式开始实施《战
略货品进出口告示修订案》，把日本移
出韩国的贸易“白色清单”。

修订案将先前可享受韩国贸易便
利政策的“甲类”贸易对象细分为“甲
1”和“甲2”两类，前者待遇不变而后
者待遇下降。日本此次被从原“甲”类
列入“甲2”类，也是目前“甲2”类中唯

一的贸易对象。
产业通商资源部对“甲2”类别的

定义是，此类国家加入了相关国际协
定但“设有违反国际规范的出口管制
体系”。

据悉，韩国的贸易“白色清单”此
前涵盖获得韩国一揽子出口许可的
2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美国、英
国等。日本被移出“白色清单”，意味

着韩国商品出口日本时须获得韩国产
业通商资源部等部门的单独许可。

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公告称，韩
国难以与违背国际出口管控基本原则
的国家合作，有必要将其另行分类，以
加强韩国出口管理并改善制度。

公告说，韩国政府此前按程序就
修订案向公众征集意见，结果显示，
91%反馈意见的人支持修订案。

修订案实施后，韩国企业如果计
划向日本出口相关战略产品，除个别
例外情况外，必须逐一申请审批，所需
提供文件由此前的3种增加至5种，
审批时间由此前的大约5天延长为约
15天。韩国媒体此前报道，这一政策
变化涉及千余种商品。

韩国政府表示，将通过召开企业说
明会、提供咨询服务、安排专人审查申

请等方式，最大限度缩短审批时间，以
降低修订案对韩企正常业务的影响。

今年7月以来，韩日贸易摩擦不
断发酵。日本7月初开始限制3种半
导体产业关键原材料出口韩国，并于
8月28日把韩国正式移出日方贸易

“白色清单”。本月早些时候，韩国就
日本对韩出口限制措施，向世界贸易
组织提出申诉。

韩日贸易摩擦升级

韩国正式将日本移出贸易“白色清单”

以色列议会选举结束，初步结果显示执政党无法获得多数议席

内塔尼亚胡遇“麻烦”
以色列第22届议会选举17日结束，正式结果预计将在一周内公布。以色列中央选举委

员会公布的部分计票结果显示，前陆军参谋长本尼·甘茨带领的中间党派联盟“蓝白党”有望获
得32个议席，与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利库德集团持平。

初步结果显示，利库德集团和蓝白党联合各自传统盟友后，均无法实现上台执政所需的至
少61个议席。这意味着，两党均需争取前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领导的“以色列是我们的
家园”党支持。而上一次选举过后，内塔尼亚胡与利伯曼就未能谈拢结盟。

17日选举是以色列一年内第二
次议会选举，29个政党角逐议会120
个席位。选举投票率为69.4%。根
据中央选举委员会数据，44%选票已
完成计票。

从部分计票结果看，蓝白党和利
库德集团均将获得32个议席。利库
德集团与传统盟友党派的合计议席
数预计为56席，距离上台执政所需
的61席尚缺5席；蓝白党境遇类似，

无法“找齐”61席。
蓝白党和利库德集团如果希望

作为领头大党执政，均需要争取“以
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以色列媒体
报道，“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有望
获得8至10个议席。

以色列是议会制国家，议会实行
一院制，共120名议员，任期4年。
只有获得3.25%以上选票的政党才
能进入议会，获半数以上议席的政

党可单独组阁。由于中小党派林立，
以色列从未出现过单一政党组阁情
况，历届内阁为多个政党组成的联合
政府。

今年4月，以色列举行第21届
议会选举，利库德集团获得组阁
权。然而，内塔尼亚胡未能调和与

“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分歧，组
建执政联盟失败，导致议会解散重
新选举。

利库德集团是以色列最大右翼
保守主义政党，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四
度出任总理。利库德集团主张建立
自由市场经济并复兴犹太文化，在巴
勒斯坦问题上立场强硬，在4月议会
选举获得35个席位。

蓝白党成立于2019年 2月，由
甘茨与前财政部长亚伊尔·拉皮徳领
导各自的政党组建而成，试图联合中
左翼势力结束利库德集团长期执政

的状况，在4月议会选举中，蓝白党
获35个席位。

理论上，本次选举结束后，内塔
尼亚胡和甘茨联手组建联合政府是
选项之一。不过，甘茨事先声明只要
内塔尼亚胡在，蓝白党不会与利库德
集团合作。美联社解读，甘茨这一说
法意味着，不排除利库德集团可能在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迫使内塔尼亚胡
让位于新的政党领导人，实现与蓝白

党的联合执政。
内塔尼亚胡因三起案件可能面临

贪腐指控，预审听证定于10月举行。
依据以色列法律，总统须在选举

后7天内决定由谁出面组阁，被选中
的人须在28天内完成组阁；如果没
能完成，总统可宽限两周。如果受命
一方依旧未能完成，总统将另外选人
再次组阁。通常情况下，议会第一大
党的领导人会成为组阁人选。

初步统计

各有立场

第74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17日电（记者王建刚）

第74届联合国大会1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
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第74届联大主席
提贾尼·穆罕默德-班迪强调，国际社会应积极捍
卫多边主义，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说，当今世界瞬息万变，
人类面临的挑战具有全球性并且日益相互关联。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需要行动，
2020年是关键的一年，必须让人们相信联合国与
所有人息息相关，多边主义能为全球性挑战提供
真正的解决方案。

提贾尼·穆罕默德-班迪在致辞中说，本届联
大的关注重点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消除贫
困、零饥饿、优质教育、气候行动以及包容性等方
面。联大将促进和平与安全，将与安理会和联合国
秘书处加强协调与合作以加大力度预防冲突。

本届联大的主题为“激励多边努力消除贫困，促
进优质教育、气候行动和包容性”。联大一般性辩论
将于24日开始举行，纽约联合国总部还将举行气候
行动峰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等多场高级别会议。

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
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共同组成。大会于
每年9月至12月举行常会。常会通常分两个阶
段，前段为一般性辩论阶段，后段为大会审议列入
议程的各项议题阶段。

新华社马尼拉9月18日电（记
者袁梦晨 郑昕）菲律宾马尼拉地方
法院18日宣布，判处在2013年射杀
中国台湾渔民洪石成的8名菲律宾
海岸警卫队队员犯故意杀人罪，8人
分别被判处8年至14年不等有期徒
刑，并需向受害者家属支付赔偿金。

根据马尼拉地方法院公布的判
决书，法庭在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
后，认定这8名队员确于2013年5月
9日杀死了洪石成。依据菲律宾刑

法相关条文，法庭认定被告行为已构
成故意杀人罪，因此分别判处8人8
年零1天至14年8个月零1天不等
的有期徒刑。

法院还在判决书中宣布，判处8
名被告人每人向受害人家属支付10
万比索（约合1.35万元人民币）的赔
偿金。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这8名海岸
警卫队队员目前依然辩称自己当时
是在“执行公务”。其代理律师也在

法庭宣判后表示，将向菲律宾上诉法
院提起上诉。

2013年5月9日，在鹅銮鼻东南
方海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队员乘公
务船追逐并扫射台湾屏东县琉球籍

“广大兴28号”渔船，造成船员洪石
成身亡，渔船严重受损。事后，菲律
宾国家调查局对此展开调查。2014
年3月，菲律宾司法部宣布以故意杀
人罪对涉事的8名菲律宾海岸警卫
队员提起诉讼。

2013年射杀中国台湾渔民的菲律宾海警
被判有期徒刑

美国与白俄罗斯决定
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新华社明斯克 9月 18日电 （记者魏忠杰
李佳）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戴维·黑尔
17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表示，美白两国决定
将派驻对方国家的外交使团恢复为大使级，这意
味着两国恢复中断11年的大使级外交关系。

黑尔当天在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后
宣布，作为美白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步，两国准备
互派大使。他表示，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是美白两
国关系的历史性时刻，美国恢复对白关系正常化的
同时不寻求白方在东西方之间作出选择，美方尊重
白俄罗斯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8年，白俄罗斯与美国关系因美方对白实
施制裁而恶化，白方召回驻美大使并对美驻白使
馆实施外交官数量限制，美国使馆外交官数量由
原先30多人减少至5人。近年来，白美两国关系
有所改善，美驻白使馆外交官人数逐渐恢复。

内塔尼亚胡要想争取到“以
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支持并不
容易。

“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今
年4月拒绝加入执政联盟，一大分
歧点在于认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
联盟对犹太教正统党派过于“放
任”，令后者在征兵等议题上享有

“特权”。这些党派是内塔尼亚胡
的长期政治盟友。

美联社报道，利伯曼的立场
为，组建既没有犹太教正统党派、
也没有阿拉伯党派的联合政府。
利伯曼 17 日晚些时候告诉支持
者：“我们在选举前说过的一切，也
说在选举之后，我们只有一个选
择：建一个由‘以色列是我们的家
园’党、利库德集团和蓝白党组成

的广泛、自由、联合政府。”
利伯曼曾被视为内塔尼亚胡

“门徒”。他1988年加入内塔尼亚
胡阵营，1993年助力内塔尼亚胡成
为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
胡1996年首次出任总理，利伯曼
同年成为利库德集团总书记。

不过，两人最终分道扬镳。利
伯曼离开利库德集团，1999年创建

“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并在当
年议会选举中拿下4个议席。

2009年议会选举中，“以色列
是我们的家园”党获得 15 个议
席。内塔尼亚胡作为利库德集团
领导人，担任职总理至今。这一期
间，利伯曼先后担任副总理兼外交
部长、国防部长。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不容乐观

国际观察

B

C

9月18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
尼亚胡在竞选总部对支持者发表讲话。 新华社/法新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一项新研究指出

经常锻炼有助
延缓大脑退化进程

新华社华盛顿9月17日电（记者周舟）美国
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17日发布的
一项新研究指出，每周锻炼身体数次，特别是进行
有氧运动，可能有助于延缓阿尔茨海默病高风险
人群的大脑退化进程。

此前有研究显示，不爱运动的人，其大脑白质
的神经纤维退化更快。阿尔茨海默病的一大成因
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在脑中积聚形成斑块，导致脑
细胞死亡，目前尚无有效疗法。

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西南医学中心研究人员
领衔的研究团队对70名年龄55岁及以上、存在
记忆问题的参与者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他们被
分为两组，一组每周进行4到5次、每次持续至少
半个小时的有氧运动，另一组只进行拉伸训练。

结果显示，两组参与者在试验期间的记忆和
解决问题等认知能力基本相同，但大脑扫描显示，
有氧运动组大脑海马体体积减小的速度更慢。海
马体是大脑中主要负责记忆的部位，会随着痴呆
症的发展而逐步退化。

研究人员指出，与其他类型的锻炼相比，大脑
中存在淀粉样蛋白的受试对象对有氧运动更为敏
感。不过，尽管有氧运动无法避免海马体变小，但
是通过运动降低萎缩速度仍然很有意义。

研究报告发表在《阿尔茨海默病杂志》上。研
究人员认为，还需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海马体萎缩
放缓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大脑认知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