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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

■ 本报记者 邓钰

18日晚8时许，在三亚市2020年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组委会（以下简
称三亚亚沙委）办公场地，虽然早已过
下班时间，江欣桐仍在办公桌前不时

敲击键盘，沉浸在忙碌的工作中。
“每天要处理的事不少，我习惯

做好工作规划。”江欣桐于今年2月
进入三亚亚沙委，成为外联部的一
员，负责对接联络亚洲奥林匹克理事
会（以下简称亚奥理事会）、保障涉外
会议以及处理办公室事务等工作。

三亚亚沙会的筹备是一项庞大
的系统工程，其中对外交流工作，尤
其是与亚奥理事会的沟通至关重
要。这项工作对外语水平和业务能
力要求极高。江欣桐之所以能参与

这项工作，一是因为她有扎实的外语
功底，二是她拥有大型体育赛事以及
国际化活动的经验。

“除了平时比较喜欢体育锻炼外，
我有幸曾在大学时与体育赛事结缘。”
2009年江欣桐考取中山大学英语系，
第二外语是葡萄牙语。2010年，第16
届亚洲运动会在广州市举办。她成为
广州亚运会的一名抵离服务志愿者，
负责在机场接待并引导各国运动员、
记者到达酒店、场馆等地。

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在深圳市举办，江欣桐再次
成为志愿者。她在主媒体中心担任
葡萄牙语翻译，还曾为时任国际大体
联主席乔治·基里安做翻译。2013
年，江欣桐参与博鳌亚洲论坛的对外
宣传工作，为论坛官方网站撰写相关
英文材料。

虽然进入三亚亚沙委只有半年
多时间，江欣桐却已见证并参加了诸
多关键性活动。其中最令她印象深
刻的是，今年3月3日，她作为三亚代
表团一员，参加在曼谷召开的亚奥理

事会第38次全体代表大会。在大会
上，她代表三亚汇报了三亚2020年
亚沙会筹办情况。“在这么严肃重大
的场合，我要求自己必须做到精益求
精，以最好的状态展现三亚亚沙人的
面貌。”江欣桐透露，在上台前一天晚
上，她在房间反复排练、模拟陈述场
景，以求达到最好的表达效果。

在第六届亚沙会组委会召开的重
要会议上，都少不了江欣桐前后奔走
的身影。“每一次重要会议举行前，都
得对接各相关部门、准备相关材料并
协调保障工作。”在她印象中，最忙一
次甚至2天只睡了2个小时。

“只要有成长，再辛苦也值得。”对
于忙碌的筹备工作，江欣桐没有怨言。”

（本报三亚9月19日电）

三亚亚沙委工作人员江欣桐：

“只要有成长，再辛苦也值得”

本报三亚9月19日电（记者邓
钰）9月19日，第三场海南省“壮丽70
年 奋斗新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公布，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
会（以下简称三亚亚沙会）开幕式将在
三亚天涯海角景区举行。消息一传出
便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与点赞。

“天之涯，海之角，天涯海角让人
想到浪漫与永恒，使三亚亚沙会多了
一层隽永意味。”当看到海南日报客

户端推送三亚亚沙会开幕式花落天
涯海角景区的新闻，三亚市民吴萍
第一时间便在朋友圈转载这条消
息。她认为，天涯海角是最能代表
三亚形象的地方之一，因为这里知
名度极高，不仅有美丽风光，还有浓
浓的人文内涵。

“天涯海角景区与大型体育赛事
有极深的渊源。”三亚天涯海角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郑聪辉介绍，天涯

海角不仅是海南的地标性地点，更包
含丰富的乡土文化寓意。同时，体育
圣火早已多次点亮天涯海角。1990
年北京亚运会的南端点火台便设立在
天涯海角。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
国大陆境内第一支火炬在三亚被点燃
后，经过层层传递，最终在天涯海角景
区天涯石前点燃圣火盆。

“此外，天涯海角景区还有勇闯天
涯的寓意，也能象征海南人特别是三亚

人勇往直前、拼搏进取的精神。”郑聪辉
介绍，目前，三亚亚沙会开幕式举办地
点已选址完成。景区将全力保障开幕
式场地建设工作，并不断提升景区服务
质量。同时，景区还将配合亚沙会整体
规划，开发沙滩和海上运动的旅游资
源，打造沙滩运动、海上运动基地。

“相信亚沙会的举办，能为三亚
的旅游增加新热点，并让海南三亚的
美名在全世界传播。”曾多次到三亚

度假的北京游客李华说。
“我们也十分期待，三亚亚沙会

开幕式将如何展现海南元素和三亚
元素。”海南体育爱好者蒙雷说，大
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已经不再是财
力、人力的较量，更是创意和人文的
比拼。作为海南人，他十分期待三
亚亚沙会能用充满创意的方式展现
海南丰富的人文内涵。“我们期待一
场精彩的开幕式。”

社会各界热议开幕式地点花落天涯海角景区

“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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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琼海市配套飞灰填埋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相关规

定，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向社会公众进行琼海市配套飞灰填埋
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广泛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
和建议。

本次公众意见的征求范围为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公众可登录琼海市人民政府网（http://qionghai.
hainan.gov.cn/）获取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或到琼海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查阅纸质版报告。公众可登录琼海市人民政
府网站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发表与本项目环
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和意见。

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为10个工作日，自2019年9月9日
至2019年9月23日。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
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局，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名称：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地址：海南省琼海市豪华
路231号 联系人：吴工 电话：0898-36836710

邮箱：362682925@qq.com
发布单位：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海口市鑫海华庭铺面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9HN0142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11号鑫海华
庭A.C栋S104商铺进行公开招租，招租面积为235.03㎡，租期五
年，挂牌价为24.5372万元/首年。公告期：2019年9月20日-
2019年 10月9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

cn）、E交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
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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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26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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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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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号

海 南 盛 源 堂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6200206001，法定代表人：张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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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52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
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税一稽罚告[2019]1000052号）主
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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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将有
关事项告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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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事实
1.你公司2015年9月从安徽顺鑫盛源生物食品有限公司取得的

4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3400152130，发票号码：04435059-
04435082，04435084- 04435105，品 名 为 果 葡 糖 浆 ，发 票 金 额
4,029,692.36元，发票税额685,047.64元，价税合计4,714,740.00
元，你公司已于2015年9月将这4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并从
银行转帐支付4,714,740.00元。以上发票被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
务局稽查局认定为虚开，你公司未按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未补缴增值
税和相应的税费及滞纳金。

国家税务总局滁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在对安徽顺鑫盛源生物食品有限
公司的检查中，发现该公司没有购买果葡糖浆等货物，在没有真实货物交
易的情况下，向12户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公司是其中一户。

2.你公司2016年7月从广州永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取得的86份
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400154130，发票号码：00322939-
00322983，10645582-10645622，品名为衡之源胶囊、养生堂牌天然
维 生 素 C 咀 嚼 片 等 ，发 票 金 额 8,581,391.80 元 ，发 票 税 额
1,458,836.40元，价税合计10,040,228.20元，你公司已于2016年7

月将这8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通过银行转帐一共支付款项
6,821,620.20元，还有3,218,608.00元未支付。以上发票被国家税
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认定为虚开，你公司未按规定作进项
税额转出，未补缴增值税和相应的税费及滞纳金。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在对广州永文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的检查中，发现该公司在没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情况下，向41户
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公司是其中一户。

综上，2015年9月至2016年7月你公司在没有实际经营业务情况
下，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发票，共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2份，涉及
发票金额12,611,084.16 元，发票税额2,143,884.04 元，价税合计
14,754,968.20元。你公司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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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之规定。

（二）处罚依据及意见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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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行为，拟处罚款5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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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公司有要
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
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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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联系人：李女士、黄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70321
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80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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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号

海南华广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460100MA5RC
TWW0K，法定代表人：黄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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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51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
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

《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琼税一稽罚告〔2019〕1000051号）
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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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现将
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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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事实
你公司于2017年2月向湖南麒麟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开具了64

份货物名称为各种“医疗器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3130，发 票 号 码 段 ：00339786- 00339796、00339798-
00339805；发票代码：4600162130，发票号码：00404986-00405030，
金额合计5,679,240.03元，税额合计965,470.92元，价税合计6,644,
710.95元。于2017年2月向湖南求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开具了4份
货物名称为各种“医疗器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
4600162130，发票号码：00404982-00404985，金额合计398,844.32
元，税额合计67,803.52元，价税合计466,647.84元。于2017年2月
向长沙顺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开具了117份货物名称为各种“医疗器
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
00339694- 00339728,00339730- 00339785； 发 票 代 码 ：
4600162130，发票号码：00405031-00405056，金额合计 10,463,
772.99元，税额合计1,778,841.62元,价税合计12,242,614.61元。
你公司共向上述三家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5份，货物品名为“医
疗器械”，金额合计16,541,857.34元，税额合计2,812,116.06元，价

税合计19,353,973.40元，并于当月申报销项税额。
经查，你公司所取得进项发票中只有广州鹊悦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

货物名称为“医疗器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广州鹊悦贸易有限公司所
开具的发票经广州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确定为虚开，且你公司同湖南麒麟
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湖南求正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长沙顺上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三家公司之间并无实际货物和资金往来，你公司又不具备药品及
医疗器械经营资格等条件下，经检查认定，你公司所开具的上述185份增
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是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

综上，2017年2月你公司在没有实际货物情况下，为他人虚开发票，
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5份，涉及发票金额16,541,857.34元，发票税
额2,812,116.06元，价税合计19,353,973.40元。你公司违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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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的发票。”之规定。

（二）处罚依据及意见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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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规定，对你公司为他人开
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行为拟处5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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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拟对你公司罚款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公司有要
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
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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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联系人：李女士、黄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70321
地址：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80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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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号

海南安蔡宇广告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T7P4634,
法定代表人：黎锦）：

2019年8月27日，我局对你公司进行立案检查，由于你公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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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稽检通一〔2019〕1000262号）无法送
达，现将该文书内容公告如下，望你公司看到公告后及时与检查人员
联系，配合检查。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检查人员自2019年8月27日起对你
公司2018年12月29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如检查发现此期间
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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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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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612室
联系人：黄先生、曾先生、叶先生、李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2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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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号

海 南 宝 昌 飞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HN3720，法定代表人：丁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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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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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司开具给深圳市凯华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14份增值税专用发
票（发票代码为4600163130、发票号码为03230211至03230224，货
物名称为电芯、金额合计1,398,434.97元、税额合计237,733.88元、
价税合计1,636,168.85元）;开具给深圳市恭琪盛科技有限公司的11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4600163130、发票号码为03230225
至03230235、货物名称为磁体、金额合计1,098,310.16元、税额合计
186,712.84元、价税合计1,285,023.00元），是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
情况下，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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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上述行为是虚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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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对你公司拟处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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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元（含1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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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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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办公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5号
联系人：常先生、邓女士；联系电话：0898-66714232

9月 19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
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第一阶段A组
循环赛中，中国队3：0轻取日本队。

图为中国队球员朱婷（右）在比
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女排世界杯

中国队
3：0胜日本队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9 年
全国举重U系列男子冠军赛18日晚
在遵义市体育运动学校结束，海南
体职院业余体校举重选手何岳基发
挥出色，夺得了 61公斤级抓举、挺
举和总成绩三枚金牌。其中，他以
挺举161公斤的成绩超过了世界青
年纪录。

何岳基以抓举137公斤、总成绩
298公斤，打破了全国61公斤级的青

年纪录。何岳基来自白沙，是我省优
秀的举重小将。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
二青会上，何岳基为海南夺得了男子
乙组61公斤级金牌。

本次比赛吸引了北京、天津、河北、
内蒙古、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南、
湖南、广东、海南、云南、宁夏、贵州等省
区市的23个代表队共191人参赛。

参赛运动员均为2019年U系列
锦标赛排名前18名的运动员。

2019年全国举重U系列男子冠军赛

海南大力士何岳基超世界青年纪录

海南男子（50岁以上）
足球赛海口开踢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50岁的人大都喜欢跑
步、游泳或者打网球，但在海口，有一群50多岁的
男人偏要玩对抗激烈的足球。“中国体育彩票杯”
2019韦海英海南男子（50岁以上）足球邀请赛19
日在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战罢第二轮，4支球队
的近100名年过半百的足球“发烧友”参加。

在首轮比赛中，海南海中八四队2：1险胜海南
指南针队。文昌麻辣诱惑队0：0战平了海口金轮船
务队。在次轮较量中，文昌麻辣诱惑队2：1战胜海
中八四队，海口金轮船务队1：0力克海南指南针队。

本次比赛共有4支球队参加，比赛采用单循
环赛制，半场40分钟，全场80分钟。冠军将获得
6000元奖金。

本次比赛由海南籍、前国家女足球员韦海英
发起组织，是海南较有特色的足球比赛。

白沙“全民健身日”活动落幕
本报牙叉9月19日电（记者曾毓慧 特约记

者吴峰 通讯员林燕妮）经过一个多月的赛事角
逐，2019年白沙黎族自治县“全民健身日”系列活
动18日晚落幕。

本次系列活动设“三对三”篮球、羽毛球、乒
乓球、男子篮球、男子排球、男子七人制足球和广
场舞大赛等赛事，有82支队伍共计1730名运动
员参赛。

江
欣
桐

郝伟担任U22男足
执行教练

据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中国足协19日
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表示，成立“中国U22国家男
子足球队备战工作领导小组”，中国足协副主席高
洪波担任组长，郝伟担任执行教练。

中国足协在微博中表示：2020亚足联U23锦
标赛暨东京奥运会男足亚洲区预选赛日益临近，
鉴于此前中国U22国家男子足球队备战工作不
力，为了进一步加强队伍备战工作，提升队伍建设
和管理水平，中国足协决定即日起成立“中国U22
国家男子足球队备战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队
伍训练、竞赛工作。

据中国足协介绍，该备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为中国足协副主席高洪波，副组长为陈永亮（兼领
队）和唐峰，执行教练由郝伟担任。

2020亚足联U23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男足
亚洲区预选赛将于2020年1月在泰国举行，获得
前3名的球队将晋级东京奥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