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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关于拆除海南省机关海府
大院东区16栋房屋的通告

根据工作计划，拟于近期对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东区16

栋房屋进行拆除。经查该栋房屋404号公租房已长期无人居

住，且未登记租住信息。如有相关权益人对上述房屋及房屋内

物品主张相关权益，请在本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携带有关

证件资料到海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101室办理有关事宜。逾

期如无人主张权益，海南省机关海府大院规划改造相关单位将

对该房屋作为空房处理。联系电话：0898-66978586

特此通告

海南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海建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我司于2019年9月23日在《海南日报》A04版上刊登了一则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现因故延期。具体补充及延期事
项如下：

1、补充事项：为确保弃土开挖后能采取以海运为主的方式及时清
运，现要求竞买人在办理竞买手续前应联系好核电码头并签订码头使
用协议书，同时如买受人确实无法及时清运弃土，买受人要自行负责
做好弃土临时堆放场地所有相关事宜和费用；

2、原定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0月9日17:00，现延期至2019
年10月16日17:00（以款到账为准）；

3、原定公开拍卖时间：2019年10月10日15:30，现延期至
2019年10月18日15:30。

其它事项不变，特此公告！
海南国拍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补充及延期公告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10月

15日00:00－04:00对海口凤翔IDC节点网络出口设

备CE12816进行网络调整。届时，该节点的IDC业务

使用将受30分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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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

琼中、乐东、冯家湾服务区
运营合作项目招商公告

为提升海南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商业运营质量，现将我司管理
的琼中、乐东、冯家湾等3对服务区面向全国公开招商。欢迎意
向方来电咨询或前来我司洽谈合作。

一、基本情况：1.琼中服务区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用地
面积86.43亩，建筑面积2092m2；2.乐东服务区位于乐东黎族自
治县，用地面积约135亩,建筑面积5518m2；3.冯家湾服务区位
于琼海市，用地面积约60亩，建筑面积3840m2。

二、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延长线与滨江路
交汇处首丹商业大厦4楼。

三、联系人：莫女士 联系电话：13368999725
海南省交控服务区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0日

海南佰利鑫药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JA2H3Q,
法定代表人：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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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税二稽罚告〔2019〕1000057号）公告送达。你公司见公告后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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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事实：你公司于2017年10月和11月在无真实货物购销

的情况下向民生医药有限公司开具6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
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02987097- 02987126、03376505-
03376534；总金额5,956,225.48元；总税额1,012,558.32元），经检
查，你公司银行账户中未发现与民生医药的任何资金往来，属于“大
宗交易未付款”，民生医药也无法提供证明其与你公司之间货物交易
真实存在的凭证资料。你公司在不存在真实交易的情况向民生医药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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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相关规定，拟对你
公司于2017年10月和11月向民生医药有限公司虚开的60份增值
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处50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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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9年10月10日
联系人：李女士；电话：18689702612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22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

局第二稽查局7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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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号

海南汇拓迪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GFAU8L,
法定代表人：叶保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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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税二稽罚告〔2019〕1000056号）公告送达。你公司见公告后可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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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事实：你公司于2017年7月、8月、9月共向海南荣渠实

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25份，其中7月份虚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 11 份，发票代码为：4600163130，发票号码为：02166494-
02166500，01599792-01599795；8月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4
份，发票代码为：4600163130，发票号码为：01599796-01599809,
01641393-01641417,02168208-02168232；9月份虚开增值税专
用发票50份，发票代码为：4600163130，发票号码为：02466666-
02466715。1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发票金额12,034,525.64
元，合计发票税额2,045,869.36元，总合计金额14,080,39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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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相关规定，拟对你
公司2017年7月、8月、9月向海南荣渠实业有限公司虚开125份增
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处50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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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9年10月10日
联系人：李女士；电话：18689702612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22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

局第二稽查局7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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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号

海师658名实习生
赴我省10市县顶岗支教
置换277名乡镇中学教师“回炉充电”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
冯子纯）又是一年实习季。10月9日上午，海南
师范大学658位优秀实习生及驻点指导老师从海
口启程，分赴我省10个市县开始顶岗支教工作。

参加顶岗支教的658位优秀实习生及驻点指
导老师分别来自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数学与统
计学院、生命与科学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等
12个学院，他们在乐东、白沙、琼中等10个市县
的103所乡镇中学顶岗支教的同时，将置换277
名乡镇中学教师到海南师范大学接受培训深造。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顶岗支教包含的海南
省“双五百”与“校地合作”两个人才工程项目，分别
于2006年、2010年起在海南师范大学实施，旨在
加强我省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当地基础
教育教学水平，促进我省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我省开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挂证”行为专项整治

120家单位396人
涉嫌“挂证”被通报处理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孙慧）海南日报
记者10月9日从省住建厅获悉，我省近期持续开
展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挂证”违
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以住建部反馈的注册职业资
格人员社保核查异常人员名单为重点，对相关单位
和人员进行抽查，抽查发现120家单位共存在396
人社保与注册关系不一致及涉嫌多单位注册问题。

此次整治行动，主要对在海南省注册的勘察
设计工程师、建筑师、建造师、监理工程师、造价工
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单位、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进行全面排查，严肃查处持证人注册单位与
实际工作单位不符、买卖租借（专业）资格（注册）
证书等“挂证”违法违规行为，以及提供虚假就业
信息、以职业介绍为名提供“挂证”信息服务等违
法违规行为。

省住建厅对120家涉嫌“挂证”行为的单位给
予通报批评，记入不良行为记录，依法列入建筑市
场主体“黑名单”，并通过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
服务平台报送住建部。对社保核查异常，涉嫌“挂
证”行为的396人予以通报批评，撤销其注册许
可，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注册，记入不良行为记录
并依法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通过全国建
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报送住建部。

基本案情
今年8月初，澄迈县检察院派驻

老城检察室干警在永发镇排查公益
诉讼线索时，发现永发镇文安村北侧
的文安岭有一个熏烤槟榔加工小作
坊。澄迈县检察院派员赴现场调查
核实后了解到，该小作坊采用传统土
法工艺熏烤槟榔，产生的滚滚浓烟使
周边百姓长期遭受“榔烟”熏扰，不仅
污染当地空气，还对群众的身心健康
造成不良影响，饱受群众诟病。永发
镇政府作为加工小作坊的监管单位，
未能及时监管、督促整改，损害了公
共利益。

公益诉讼
案件办理过程中，澄迈县检察

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发现该熏烤
槟榔加工小作坊系在未经相关部
门批准的情况下私自修建，占用基
本农田0.81 亩，存在非法占用土地
情况，也违反了我省印发的《关于
加强槟榔加工行业污染防治的意
见》的相关规定，有必要对其违法
建筑予以拆除。8月 30日，澄迈县
检察院向永发镇政府发出公益诉
讼诉前检察建议。

收到检察建议后，永发镇政府
制订了相关整改工作方案，积极采
取有效措施，目前，该槟榔加工小
作坊已按照相关要求自行拆除违
法建筑。

检察官说法
海南日报记者就本案采访了澄迈

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黄启祯。
黄启祯认为，该熏烤槟榔加工小

作坊导致基本农田被侵占和破坏，当
地空气环境持续受到污染。永发镇政
府作为加工小作坊的监管单位，未能
尽到相应监管职责，致使该土法熏烤
槟榔加工小作坊持续至今。不但破坏
了基本农田，而且严重污染当地空气，
危害周边群众的身心健康，也损害了
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根据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强槟榔加工行业污染防治的
意见》第一条“全面禁止槟榔土法熏
烤，全面取缔传统槟榔熏烤土炉，对抗
拒执法者从严惩处”，各市县政府为落

实规定的责任单位，负有履行规定的
职责。根据规定，永发镇政府应落实
好乡镇一级的属地查处违法土法熏烤
槟榔加工的职能，但永发镇政府未能
严格落实，致使文安村北侧的文安岭
存在违法建设土法熏烤槟榔加工小作
坊的情况持续至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以及《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
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向
永发镇政府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责
令文安村北侧的文安岭土法熏烤槟榔
加工小作坊违法建筑限期拆除；逾期
不拆除的，可以依法强制拆除，切实维
护好社会公共利益。”黄启祯表示。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

澄迈县检察院切实履行监管职能，依法督促相关部门查处污染空气行为

发出检察建议 监督拆除违法槟榔加工小作坊

本报石碌10月9日电（记者刘
笑非）日前，当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昌江
黎族自治县叉河镇排岸村村民刘建华
家时，他正在打扫着自家旁边的一块
小工地。工地上，一间刚建好的新厕
所将让他彻底告别过去如厕“野外作

业”的日子。
“以前都是树林里随地解决，几年

前进行危房改造时，新房子也没建厕
所，当时根本没那个意识。”说起从前
的生活，刘建华有点不好意思。而今，
一间3平方米大小、自带三级化粪池和
洗浴功能的新厕所建起来，不仅将改
变刘建华的习惯，也将改变他的观念。

“别看厕所不大，咱们政府企业可

都出了力。”叉河镇人大主席符云介
绍，为了让村民有更好的使用体验，排
岸村在此前1.2平方米厕所建设基础
上，在政府统一建设的时候，将标准全
部提升到了3平方米，并进行了铺瓷
砖等简装修。

面积扩大、标准提升，意味着更大
的支出。但事实上，排岸村此前由村
民自建厕所时，政府的补贴经费为每

间3500元，今年由于省级统一配发了
玻璃钢化粪池，政府建设每间厕所的
经费降到了2500元。“尽管资金减少
了，但厕所的建设标准不仅不能降，还
要提高。”符云说，为此，叉河镇主动联
系到了海南华盛天涯水泥有限公司，
希望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参与到这场

“厕所革命”中来。
“企业提供水泥，省下的经费都用

于帮助村民们升级改造厕所，要建就
要建好。”符云说，此前整个排岸村有
46户村民家没有厕所，而根据计划，排
岸村将在2个月内建设、升级120间厕
所，在为村民提供便利的同时，还将在
3个自然村全面升级污水处理管网，进
一步加强污水处理，并改变村民们的
固有观念，让村民们一同为人居环境
建设出力、一同守护这片青山绿水。

昌江邀请企业参与农村“厕所革命”

政府企业同出力 提高标准建厕所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和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先进经验

10月8日，在海口红城湖公园
北岸，工人正在为公厕贴火山石外
墙砖和平整公厕周边的地面。

据了解，红城湖公园环湖步道
设计为2500米，计划平均每500
米设置一座公厕，充分满足市民游
客用厕需求。

海口红城湖公园位于琼山区府
城红城湖路北侧，此次改造将建设
休闲广场、环湖健身跑步道、散步
道、滨水栈道等。公园南岸已在国
庆节开放，北岸和西岸的施工正有
序开展。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省琼剧院举办建院
60周年惠民演出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尤梦瑜）幽兰逢
春一甲子，春华秋实古曲新。10月9日晚，海南
省琼剧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建
院60周年惠民演出——“琼苑甲子满园春”主题
晚会在省歌舞剧院举行，1000多名戏迷观众观看
了演出，感受我省琼剧事业的繁荣发展。

晚会分“光阴故事”“丹心岁月”“花开四海”
“璀璨年华”四大篇章，通过情景讲述、舞台表演、
视频展示、主持串场的形式，呈现海南省琼剧院建
院60年来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

作为我国琼剧最高艺府，海南省琼剧院的前
身为广东琼剧院，建立于1959年初。海南建省办
经济特区以来，该院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琼剧的传承院团，自觉担当起琼剧创新发展引领
者和开拓者的责任义务，砥砺前行，先后打造出了
《青梅记》《苏东坡在海南》《下南洋》《海瑞》《王国
兴》《冼夫人》等精品剧目，在国内戏曲舞台取得了
优异成绩。琼剧演员符传杰、林川媚分别摘取了
第27、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本报海口10月 9日讯 （记者
金昌波）为守护绿水青山，助力打
好蓝天保卫战，澄迈县检察院立足
检察职能，依法督促县环保、卫生、
农业等相关部门严格履职尽责，纵
深推进对野外露天焚烧秸杆垃圾、
传统烟熏槟榔等严重污染空气行
为的监管和查处力度。近期，该院
针对排查发现的土法熏烤槟榔加
工小作坊，向永发镇政府发出公益
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并督促整改。
收到检察建议后，永发镇政府制订
了相关整改工作方案，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依法做好拆除工作。

红城湖公园完善设施
每500米建一座公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