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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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陆振福：

你于我司海口市美兰区板桥横路安置房（北区）项目地块
西北侧（板桥横路与滨岭巷交叉路口处）所建的一栋自建房屋
（面积：306.92m2），经我司多次催告搬离你仍置之不理。现请
你于2019年9月23日前清空屋内所有物品并向我司交付该
自建房屋，逾期未搬离我司将自行清理，并保留追究你法律责
任的权利。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9日

海南河道综合整治工程有限公司
关于销售建筑用砂的公告

为支持海南省内项目建设，现将我公司建筑用砂面向社

会公开出售事宜公告如下：

产品名称：昌化江天然河砂。产品规格：中粗砂。供应区

域：海南省区域范围内。提货地点：马村港、洋浦港、清澜港、

南山港、八所港等。购买条件：真实用砂需

求用户，省、市级重大项目及民生工程优先

供应。

购买方式：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海南

河道”公众号，根据提示预约购买。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月9月24日

00:00-06:00对智能网智能预付费平台系统进行优化升

级。届时，全省智能预付费手机用户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9月21日

海 南 仲 伟 达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200MA5RJRE154，法定代表人：王圣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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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琼税二稽罚〔2019〕1000035号）公告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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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一、违法事实: 你公司在2017年11月14日至26日期间，向
上海方搠实业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8份（其
中：上海方搠实业有限公司23份，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
码03544838至03544860；成都万友影力科技有限公司2份，发票
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03489958至03489959；深圳市睛易
驰科技有限公司 23 份，发票代码 4600163130，发票号码
03489960 至 03489982），金额合计 4,766,512.45 元，税额合计
810,307.03元，价税合计5,576,819.48元。

二、法律依据及作出的处罚决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
(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7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
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检查问题的通知》（税总发[2016]17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为他人、
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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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份的行为，处以罚款500,000.00元。

以上应缴罚款500,000.00元。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到税务局办税服务厅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
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
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
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
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706室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66969171

2019年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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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号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北海市北部湾东路欧情海景
园20幢1单元1401房产（北建房预字第2010093号）的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 10月 22日 10时至
2019年10月23日10时止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北海市北部湾东路欧情海景园20幢1单元
1401房（北建房预字第2010093号）。起拍价：45万元，保证金：
5万元，增价幅度：0.2万元。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
自2019年9月21日10时至10月20日10时止（节假日休息）。
三、特别提醒：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
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
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四、拍卖余款请在拍卖成交后七个
工作日内缴入法院指定账户。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我局现公告撤销于2018年 12月
27日做出的定国土资告字〔2018〕73号
公告。

定自然资告〔2019〕42号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28日

公 告

琼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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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海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进行琼海市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厂扩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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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25公里范围内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公众可登录琼海市人民政府网（http://qiong
hai.hainan.gov.cn/）获取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或到琼
海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查阅纸质版报告。公众可登录琼海市人
民政府网站（http://qionghai.hainan.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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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至2019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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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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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地址：琼海市嘉积镇
琼海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内 联系人：李工

电话：0898-62909265 邮箱：qionghaihb@163.com
发布单位：琼海中电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文昌市东路镇水缸肚基本农田建设项目（监理）

（二次招标）。2、招标人：文昌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交易中心。3、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工程、灌溉与
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园建绿化工程，以及相配套的渡槽、排
水口、放水口、下沟步级、穿路涵、人行桥、景墙、宣传栏、篱笆墙等
设施。招标范围：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具体以监理
合同为准）。4、计划工期：180日历天。5、投标人资格要求：本次
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国家水利部门颁发的
水利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监理能力。6、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投标者，请于2019
年9月21日至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海
南省）企业信息管理系统（http://zw.hainan.gov.cn/ggzy/)中
注册并备案通过，然后登陆招投标交易平台(http://zw.hainan.
gov.cn/ggzy/)下载、购买电子版的招标文件。7、本公告同时在
《海南日报》、《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海南省）》、海南省人民政
府政务服务中心及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8、联系人：周工
0898-63330685吴工0898-65826263

衡正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年09月21日

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片区棚改项目
安置房——滨江新苑B区交房通告
流水坡片区棚改项目被征收户：

根据海口市美兰区流水坡片区棚改项目的工作安排，定于
2019年9月25日向流水坡片区棚改项目的广大被征收户交付
滨江新苑B区1栋、2栋安置房及商业用房。为做好交房结算手
续，请被征收户携带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身份证、房号确认单
等原件到海口市美兰区滨江路白沙坊项目指挥部二楼（板桥路
8号祥泰家园小区隔壁）办理。如需委托他人办理的，必须提供
经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办公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
15：00-17：30；咨询电话：0898-65381857 65381087。

特此通告
海口市美兰区房屋征收局

201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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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海资规[2019]884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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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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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
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办理异议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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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电话: 6586029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18日

产权
申请人

刘雪波

土地
坐落

海口市琼山区
桂雅园新村第4
排第22号

分摊土
地面积

124m2

权属
来源

琼房地字第190
号《合 同 书》、
0002451号发票

原土地
使用者

琼山县房地产开
发总公司（琼国用
[1990]78号文 ）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琼01执恢85号
本院在恢复执行申请执行人黄媚英与被执行人王金伟，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鑫苑现代城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中，拟强制执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2017)琼民终185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16)琼01民初13号民
事判决“被告王金伟、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鑫苑现代
城支行(原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京广路支行)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原告黄媚英将登记在海南中兴房
地产综合开发公司名下的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胜景东路1-1号
踏浪小区内的4套房产(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43108号房产证
项下西边第1栋2套房产和中间1栋2套房产)及对应的土地使
用权办理过户登记至原告黄媚英名下”的判决内容。如案件当
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该行为执行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执行异议和相应证据材料。逾期，本
院将对上述房产进行强制过户至黄媚英名下。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一九年九月十九日

联系人:蒲助理 联系方式: 0898-66502917

美国军方19日说，正在与沙特方
面协商如何应对来自北面的威胁。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
夫·邓福德的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当
天在记者会上说，美国中央司令部正
在与沙特方面协商今后应对袭击的可
能做法。

五角大楼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
说，国防部正在向特朗普提供军事选

项，但没有作出决定。就美国军方是否
认定袭击系伊朗所为，霍夫曼以沙特正
在调查为由拒绝表态。他说，美方有高
度自信能够精准确定是谁发动袭击。

美联社以匿名美国政府官员为来
源报道，五角大楼定于20日在白宫举
行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向特朗普提交广

泛的军事选项，选项包括空袭伊朗境
内目标。美方将依据调查人员提供的
证据作出决定。

报道说，美方反应可能涉及军事、
政治和经济行动，军事选项可能包括空
袭或网络攻击。美方还可能增加军力
支持，帮助沙特应对来自北面的威胁。

沙特防御力量现大部分集中在南部，用
于应对南面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

伊朗6月击落一架美军无人驾驶
飞机，特朗普最初打算空袭报复，但
在最后一刻“叫停”。美联社报道，特
朗普随后选择由美军网络部队对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的计算机系

统发动攻击。
一些美国政府官员说，增加部署

“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也是可能的
选项。美国5月上旬以应对伊朗“威
胁”为由派遣“亚伯拉罕·林肯”号航
空母舰打击群和B—52型轰炸机特
遣队前往海湾，随后部署一艘两栖攻
击舰和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作
为支援。 王雪梅（新华社专特稿）

考虑军事选项

美国拟多管齐下应对沙特油田遇袭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19日说，美方正在组建联盟应对“伊朗威胁”。他同时说，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希望和平化解沙特阿

拉伯北部石油设施遇袭引发的危机。
美国军方同一天表示，正在与沙特方面协商如何采取行动保护沙特北部免受袭击。五角大楼定于20日提交一系列军事选

项，供特朗普就如何回应盟友遇袭作出决定。

蓬佩奥18日抵达中东，先后与沙
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领导人会面。
他19日告诉媒体记者，地区“共识”认
定伊朗袭击沙特石油设施，美方正致
力于组建一个联盟，应对“伊朗威胁”。

蓬佩奥称，他提议的联盟旨在“寻
求和平解决方案”，是“外交行为”。但
他没有给出关联这一联盟的具体细节。

海湾地区近期发生油轮遇袭事件
后，美国称伊朗是幕后黑手，寻求组建
一支所谓“护航联盟”。只是，大部分
欧洲国家不愿入伙，只有英国以及巴
林、沙特和阿联酋表示愿意加入。伊
拉克19日表示拒绝。

沙特北部的两处石油设施14日
遇袭。沙特说，袭击导致它的原油日
产量减半。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袭
击，但美国把袭击归咎于伊朗，称袭击
来自北面，而非南面。伊拉克和伊朗
在沙特以北，也门位于沙特以南。

伊朗方面多次否认关联袭击。伊朗
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19日
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警告，如
果伊朗遭到美国或沙特的军事打击，将毫
不犹豫地抵御，那会引发“全面战争”。

蓬佩奥说，沙特石油设施遇袭事

件将成为下周联合国大会的一个主要
关注点。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19日敦促海湾地区所有国家坐下
来谈，呼吁避免紧张局势升级。俄罗
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拉夫罗夫警
告，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把矛头指向
伊朗加剧局势紧张。

又搞遏伊联盟

美国政府19日突然要求古巴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两名成员立即离开
美国，同时对代表团其他成员的旅行
范围施加限制。古巴外交部当天强
烈谴责美方举措，警告称此举导致两
国关系继续恶化。

美国赶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尔塔

格斯19日在一份声明里说：“（美国）
国务院今天通报古巴外交部，美国要
求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两名成员
立即离开美国。”

美方在声明中语焉不详，没有披
露两名古巴外交官的姓名以及所涉
行为，只是指责他们“试图进行危害
美国的‘影响操作’”。

按照奥尔塔格斯的说法，美国

将继续调查此事，“严肃对待任何试
图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美方声明说，古巴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其他成员的旅行范围将被限
制在纽约曼哈顿。联合国总部位于
曼哈顿，联合国会员国在此设有常
驻代表团。

古巴抗议
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

斯19日经由社交媒体“推特”谴责美
方举动“毫无道理”，“（美方）污蔑古
巴人员从事与外交官身份相冲突的
其他活动，这是粗鲁的诽谤”。

罗德里格斯说，美方将古巴常驻
联合国外交官驱逐出境，“意在激起
一道‘外交螺旋’，最终会导致两国互
相关闭使馆、美国加剧对古巴封锁、

催生双边关系紧张”。
本月6日，美国政府宣布将限制

古巴裔美国公民向古巴汇款的额
度。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还
表示“正采取额外举措，在金融方面
孤立古巴政府”。古巴政府随即指责
美国有意强化对古巴的经济封锁。

眼下美国驱逐古巴驻联合国外
交官，恰逢第7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
多国首脑预计将在今后几天陆续抵
达美国，这起纠纷因而备受关注。

路透社报道，美国近来多番向古
巴施压，目的之一是迫使古巴放弃支
持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美国眼下
正以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军事威胁
等手段向委内瑞拉政府施压，支持委
反对派夺权。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驱逐两名古巴驻联合国外交官

“中部-2019”演习在俄罗斯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记者张辛欣）工信部部长
苗圩在20日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目前各地
所推进的基本上为非独立组网的5G网络，预计明
年我国正式大规模投入建设独立组网的5G网络。

“我现在使用的还是4G手机，现在中国市场
上商业发布的5G手机有十余款，大部分都是非
独立组网。”苗圩说，手机能够体现5G性能需要
依靠独立组建的5G网络，而不是基于4G核心网
的非独立组网产品。

“未来，5G约 80%的应用是在物与物的通
信，如工业互联网、车联网、远程医疗等。”苗圩说，
今后更多高可靠、低时延和海量的机器连接应用
的需求都需要依靠5G，特别是独立组网的5G来
实现。现在各地所推进的基本上为非独立组网的
5G网络。预计明年我国正式大规模投入建设独
立组网的5G网络。

5G具有高速度、低时延、高可靠等特点，是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5G产业经济贡献》认为，预计
2020至2025年，我国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
出达10.6万亿元，间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约24.8
万亿元，5G将直接创造超过300万个就业岗位。

明年我国将大规模投入建设
独立组网的5G网络

华为发布全球首款第二代5G手机

9月19日，在德国慕尼黑，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余承东在发布会上介绍华为Mate 30系列
智能手机。

中国华为公司19日在德国慕尼黑会展中心
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华为2019年的旗舰手机
——Mate 30系列智能手机。该系列的5G版本
是华为全球首款第二代5G手机。 新华社发

9月16日至21日，“中部-2019”演习在俄罗斯奥伦堡州等地举行。参
加本次演习的还有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共有近13
万名军人、2万余件（台）军事装备以及近600架战机参演。

这是9月19日拍摄的演习现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