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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9月26日 星期四B08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现代妇幼医院项目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现代妇幼医院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南现代妇幼医院项目位于海

口市永万东路西侧,设计方案增设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图
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查合格书》(泓审2019字023号）审
查，可补偿建筑面积1236平方米，实际补偿建筑面积为1200平方米。
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征求相关权
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
（2019年9月26日至10月14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uk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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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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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 ，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口市美兰区板桥横路安置房（华景苑）

南区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市美兰区板桥横路安置房（华景苑）南区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

区板桥路，属《海口市南渡江西岸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A0405-1地块
范围。项目于2016年7月通过规划许可，9月8日变更方案，批建内容
为2栋地上17-18层，地下1层住宅楼，批建面积为地上18540.24m2，
地下 2635.90m2。现建设单位申请调整以下内容：一、1#楼外墙住宅部
分由浅黄色涂料变更为米白色涂料；商业铺面由浅黄色石材变为浅赭
色真石漆；二、2#楼外墙住宅部分由白色涂料变更为米白色涂料。经审
查，项目方案变更仅对外立面色彩进行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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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至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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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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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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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6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白马天鹅湾南区G地块项目

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白马天鹅湾南区G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南渡江东岸、白驹大

道南侧，属《海口市江东组团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E4303地块范围。
项目于2017年1月通过规划许可，批建内容为4栋地上18层、地下1层
商住楼，批建面积地上39170.2m2、地下13019.57m2。现建设单位申请
调整以下内容：一、取消南区主入口处的无障碍电梯；二、垃圾房位置微
调，在此位置设置消防疏散通道出入口；三、弱电机房由负一层调整至
18#楼一层架空处。经审查，变更方案各项规划指标符合控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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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至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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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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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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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6日

海 南 江 富 泰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RCABA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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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处理决定书》
（琼税二稽处〔2019〕1000071号）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
税二稽罚〔2019〕1000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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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处理决定书》主要内容
一、违法事实:1.2016年你公司在没有实际发生经营业务的

情况下，取得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282,051.29元，税额
217,948.71 元，价税合计 1,500,000.00 元。以上发票已于
2016年4月、5月分别认证申报抵扣进项税额201,064.95元、
16,883.76元。2.2016年你公司在没有实际发生经营业务的情
况下，取得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284,495.72元，税额
218,364.28元，价税合计1,502,860.00元。以上发票已于2016
年 6月、7月分别认证申报抵扣进项税额151,751.88 元、66,
612.4元。

二、处理决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38号）第九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
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2年第33号）“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
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中华人民共
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
违法事实1、2，你公司取得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26份增值税专
用发票，不得抵扣，应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转出增值税进项税
额合计共436,312.99元，应补缴2016年4—7月增值税分别为
201,064.95元、16,883.76元、151,751.88元、66,612.4元。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对
上述应补缴的增值税款，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滞纳金的确定以税
款实际入库时计算为准。

以上应补税款共计 436,312.99 元。限你公司自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将上述应补税
款、滞纳金缴纳入库。因应补缴增值税产生的其他相关税
费请你公司自行申报缴纳，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
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你单位若同我局在纳税上

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海南省税务局申
请行政复议。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
一、违法事实: 1.你公司取得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1,

282,051.29 元，税额 217,948.71 元，价税合计 1,500,000.00
元。以上发票已于2016年4月、5月分别认证申报抵扣进项税
额201,064.95元、16,883.76元。2.你公司取得13份增值税专
用发票，金额1,284,495.72元，税额218,364.28元，价税合计1,
502,860.00元。以上发票已于2016年6月、7月分别认证申报
抵扣进项税额151,751.88元、66,612.4元。3.2016年5月21日
至7月27日，你公司开具12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1,
009,735.09 元，税额合计171,654.91 元，价税合计共1,181,
390.00元。

二、法律依据及作出的处罚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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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第二
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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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让他人为自己
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
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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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你公司上述虚开发票的行为,处予罚
款50万元。

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所属税务局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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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办公楼706室，联系人：执行
科，联系电话：66969171

2019年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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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号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京泽花园项目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的公示
琼海京泽花园项目由海南京泽投资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建

设用地位于琼海市嘉积镇富华路北侧,规划用地面积
3659.9m2。

琼海京泽花园项目修规方案已由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海资规审批﹝2019﹞4号)文批复同意建设。现该公司申请太
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根搭《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
筑应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7号)，公示如下：

1.住宅楼屋顶面积572.42m2,太阳能集热板面积160m2,热
水系统建筑应用总面积6628.18m2。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
筑面积为160m2。2.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9月20日至9月30
日)。3.公示地点:海南日报、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
组、建设用地现场。4.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书面意见请寄到琼
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规划管理组。(2)意见或建议在公示
期间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
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3)联系电话：0899-62822440,联系人:朱仲宜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0日

联系人：殷总、李总
联系电话：0756-8633329；13908271188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拱北中海富华里中心B座2301室
珠海市骏丰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6日

债务人

珠海国利工贸有限公司

海南嘉泰摩托车有限公司

海南益州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洋浦新鸿运实业有限公司

海口嘉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本金

394,075,000.00

15,000,000.00

-

394,163.58

212,439.42

409,681,603.00

利息

1,151,198,616.67

22,588,537.41

13,895,651.39

4,403,632.22

588,463.07

1,192,674,900.76

合计

1,545,273,616.67

37,588,537.41

13,895,651.39

4,797,795.80

800,902.49

1,602,356,503.76

保证人

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宾馆

无

中国轻骑集团公司、海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轻骑集团公司

海南证大资产管理公司

珠海市骏丰投资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珠海市骏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作为珠海国利

工贸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的债权人，现公告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公
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立即向我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
清算责任）。

债权清单如下表所示。债权本息金额基准日为2015年12
月20日，2015年12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和违约金等相
关权益，以及与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催收范围内：

以上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特此公告。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玉泉雅苑项目太阳能热水系统

补偿建筑面积的公示
琼海玉泉雅苑项目由琼海万兴物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

设，建设用地位于琼海市嘉积镇耀华路两侧，规划用地面积
20111.1m2。琼海玉泉雅苑项目修规方案已由琼海市规划委员
会海规划审批(2019)4号文批准同意建设。现该项目申请太阳
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
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7号)，公示如下：

1、屋顶面积合计2349.41m2，太阳能集热板面积668㎡，热
水系统建筑应用总面积20670.68m2。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
建筑面积为516.76m2。2、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9月24日至
10月3日)。3、公示地点：海南日报、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规划管理组、建设用地现场。4、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书面意
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规划管理组。(2)意见
或建议在公示期间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
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
和联系方式。(3)联系电话0899-62822440，联系人：朱仲宜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3日

供 求

▲洋浦味好佳商行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工 商 注 册 号:
460300600010859,现声明作废。
▲乐东利国韦阳木门店不慎遗失
工商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为 ：92469033MA5RP-
DUU91，现声明作废。
▲文昌清澜韵达货运店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各一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69005MA5RRCKF02，特 此
声明作废。
▲本人刘长明不慎遗失儋州嘉元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花岛特色街道E一M1一02、03、
04，E一M2一05、06号铺租赁押
金收据，收据编号No3030125，金
额176749元，特此声明作废。
▲海口正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海口房地产中介机
构备案登记表，声明作废。
▲东方市教育局大田中心学校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Z6410001075401声明作废。
▲丁翠君遗失海南儋州白马井中
南西海岸2.3期B21-2-2206号房
的房款收据 1 张，收据编号:No
160089390金额：100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海南艺灵空间软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声明
兹有我司业主粟薇，购中南西海岸
2.1期B5-1-1502房；业主唐芳，
购中南西海岸2.1期B5-2-1502
房。由于我司员工操作失误，将

“唐芳”错误的录入B5-1-1502房
的网签信息中，两位业主在我项目
中南西海岸只购买了相应房号的
唯一一套住房，现我司声明以上情
况均为真实情况，如有异议者，请
自声明之日起15日内向儋州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特此声明

儋州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遗失公告
据座落于儋州市白马井镇滨海新
区第二组团滨海路北段B-01-02
地块中南西海岸1.2期18#楼7层
708房，高建忠商品房预告登记证
明，儋州中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声称，不慎遗失、现声明注销，凡有
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15天内
向儋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否
则届时将注销该商品房预告登记
证明，按有关规定予以补发。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0898-23880386

▲保亭保城茹霞土特产商铺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92469035MA5T372C9W，
声明作废。
▲三亚黑旗商业投资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因日久变形，现声明作
废。
▲海南富田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市市政工程维修公司不慎
遗失海口市海榆中线绿色照明工
程项目施工许可证副本，施工许可
证号:4601002019030801002，声
明作废。
▲海口秀英聚闲阁水吧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5MA5RH79MXW， 声
明作废。
▲海南福康橡胶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法人章(李拨谷)一
枚，现声明作废。
▲符飞虎不慎遗失三亚福瑞教育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开具四万元押
金 收 据 一 张 ，收 据 编 码 ：NO
1297003，声明作废。
▲廖至春遗失红旗镇土桥圩道崇
路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琼山
国用（府城）字第0415号,声明作
废。

▲儋州南椰饮料有限公司遗失食
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许可证编
号：SC10646900300304，声明作
废。
▲海南恒翔住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发票专用章一枚，现声明作
废。
▲东方市昌泰珠宝金行遗失税务
登记证正本，纳税人识别号：
46000772125932X，声明作废。
▲黄泽学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3319800225387X，有效
期限：2007.10.10-2027.10.10，特
此声明。
▲ 王 文 亮 （ 身 份 证 号 ：
460001197902190717）遗失二级
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编号为：
463623，特此声明。
▲海口市市政工程维修公司不慎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Z6410000203803，声明作废。
▲海南省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
会遗失开户许可证壹本，核准号
J6410002688505，声明作废。
▲周越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为：
511112198712130929，特 此 声
明。

注销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超之乐教育培训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6MJY160750F）拟向海
口市龙华区民政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作废声明
因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拒不交回公
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经
公司2019年9月23日股东会议决
议声明作废公司公章、财务专用
章、法人私章，申请刻制备案新公
司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
特此声明

海南凯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5日

减资公告
海南招保万金投资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069660154M，拟 向 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减少
至人民币壹佰万元整，原债权债务
不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海南南海明珠艺术团（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460000056392357F）
拟向海南省民政厅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
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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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海口龙华锦韵隆商行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一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460106MA5T5JK336，声
明作废。
▲丁永生不慎遗失五指山避暑山
庄避暑二期G3栋501房收据壹张
号码为：0003673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万丽濠城歌城不慎遗
失娱乐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460107160027.声明作废。
▲海南立信长江土地房地产评估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
声明作废。
▲三亚国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法人私章，声明作
废。
▲卓琼慧遗失副主任护师证，证
号：WSGJ201920009,声明作废。
▲海口兴跃实业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06959001， 账 号 ：
21100001040008176，声明作废。
▲海南景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福安·滨海城邦项目和泰
花园小区A6栋 112号房，《儋州
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合同编
号FA·0000173），A4栋102号房
《儋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合
同编号 FA·0000456）现声明作
废。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190926期）

受委托，定于2019年 10月 11日

10:00在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

公开拍卖：琼AUU977 别克牌、琼

A0BF96丰田牌、琼AF6263海马

牌3辆机动车；竞买保证金：1万

元/辆。展示时间及地点：10月9

日-10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地

下停车场、秀垦路5号冶矿联大院

室内停车库。有意竞买者请于10

月10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

入我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凭

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更新）指标的

证明文件办理竞买手续。电话：

15607579889。网址：www.hn-

tianyue.com。地址：海口市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暂缓拍卖公告
我司原定于2019年9月27日拍卖
的海口市海甸岛五西路北侧万美
街3357.81㎡城镇住宅用地及地上
3045.09㎡附属建筑物，因委托方
要求暂缓拍卖，恢复拍卖日期另行
通知。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6日

半山花园别墅区11号C型房屋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9HN013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
花园11号C型房屋，房屋建筑面积为419.28m2，挂牌价格为
6349785.12元。公告期：2019年9月26日至2019年10月14
日。标的现状、竞买保证金等具体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
网（http://www.hncq.cn）、E 交易网（http://www.ejy365.
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
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
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4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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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0898-
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9月26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19)琼01执93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海仲
字第803号仲裁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9年01月22日立
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酷秀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李建华等人(单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
程中，本院拟将已查封的被执行人李建华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
镇凤翔路府城镇大院B幢第四层403房的房产予以处置。如对
该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包括异议书及相关证据、身份材料递交
至本院立案庭）。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联系人：陈助理 联系电话：66722784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阻止出境决定书
琼税二稽阻决〔2019〕9号

海南兆今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9793697）:
因你（单位）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纳税

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六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本局决定并
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9月18日起阻止你（单位）法定代
表人黄鹏远出境。

你（单位）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决定不服，
可自收到本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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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
民法院起诉。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9年9月18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阻止出境决定书
琼税二稽阻决〔2019〕10号

海南高陆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9793662）:
因你（单位）未按规定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又不提供纳税

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六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本局决定并
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于2019年9月18日起阻止你（单位）法定代
表人黄鹏飞出境。

你（单位）对本决定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对本决定不服，
可自收到本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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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
民法院起诉。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9年9月18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琼海海宝湾项目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的公示
琼海海宝湾项目由琼海润丰实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建设

用地位于琼海市潭门镇嘉潭路北侧，规划用地面积59886m2。
琼海海宝湾项目修规方案已由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同
意建设。现该公司申请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根据《海
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7号），
公示如下：

1.屋顶面积15056.43m2，太阳能集热板面积2604m2，热水
系统建筑应用总面积91843.97m2。太阳能热水系统可补偿建筑
面积为2296.07m2。2.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9月24日至10月
3日)。3.公示地点：海南日报、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
理组、建设用地现场。4.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书面意见请寄
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五楼规划管理组；（2）意见或建议在
公示期间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
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3）联系电话：0899-62822440，联系人：朱仲宜。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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