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五子棋精英赛
澄迈收兵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经过4天的激烈争
夺，2019年全国五子棋精英赛10月9日上午在
澄迈亚泰温泉酒店结束。国内24名顶尖棋手参
加，其中包括9名世界冠军。最终，山东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的杨彦希和成都棋院的李小青分别
夺得了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冠军，同时各获得了
1.5万元奖金。

本次比赛设男子个人赛、女子个人赛，总奖金
10万元。获得2018年全国五子棋锦标赛男子
组、女子组前5名，2018年全国五子棋精英赛男
子组、女子组前3名棋手，2019年全国五子棋公
开赛男子组、女子组前3名以及海南省选派男女
选手各1名参赛。

澄迈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举办全国
五子棋精英赛，澄迈向外界展现世界长寿之乡的
独特魅力。同时，澄迈也期待通过引进优质赛事，
为澄迈旅游和文化体育事业注入新活力。

2019年全国五子棋精英赛由国家体育总局
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围棋协会五子棋分会、澄
迈县政府主办，澄迈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海
省五子棋运动协会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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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仲瑞达广告有限公司（纳税识别号: 91460200MA5RJR
E079）,法定代表人：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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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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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事实及处理意见：
(一)违法事实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税收违法行为：

你公司向深圳市鑫润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等三家没有真实

业务往来的单位虚开3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 开具发票金额为

3,589,738.30 元，税额为 610,255.50 元，价税合计 4,199,

993.80元。具体包括：

你公司向深圳市鑫润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开具11份增值税

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600163130，号码：03488643 至

03488653），发票品名“策划费”，发票金额为1,090,598.30

元，税额为185,401.70元，价税合计1,276,000.00元。但你公

司银行账户与深圳市鑫润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无资金往来，经

外调，深圳市鑫润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未收发票未付款。

你公司向深圳市睛易驰科技有限公司开具5份增值税专

用 发 票（发 票 代 码 ：4600163130，号 码 ：03488658 至

03488662），发票品名“废铜”，发票金额为499,208.40元，税

额为84,865.40元，价税合计584,073.80元，在2017年11月

（税款属期）认证及进项税额抵扣。但你公司银行账户与深圳

市睛易驰科技有限公司没有资金往来，深圳市睛易驰科技有

限公司于2018年3月14日被认定为“非正常户”。

你公司向上海方搠实业有限公司开具了20份增值税专用

发 票（发 票 代 码 ：4600163130，号 码 ：03544861 至

03544880），发票品名“模具钢”，发票金额为1,999,931.60

元，税额为339,988.40元，价税合计2,339,920元。但你公司

银行账户与上海方搠实业有限公司没有资金往来，2018年4

月24日上海方搠实业有限公司被上海市崇明区税务局第七税

务所认定为“非正常户”。

经查，你公司已走逃（失联），银行账户与以上三家受票单

位均无资金往来，属于“大宗交易未付款”。根据税总发[2016]

172号文件精神，我局认定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6份。

（二）处理、处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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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

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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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5号）第三十七条：“《办

法》和本实施细则所称“以上”、“以下”均含本数。”的规定，你

公司向深圳市鑫润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等三家没有真实业务往

来的单位虚开3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为虚开发票行为，我

局拟对你公司处以500,000.00元罚款。

本案共计拟罚款5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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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

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联系地址：海口城西路22号税务大厦七楼；联系人：莫女

士；电话：66969080）

特此公告

2019年10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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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号

万绿园壹号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海大道会展中心北侧，调整方案拟
优化项目场地消防出入口、建筑外立面造型、材质、色彩，建筑平面局部
调整，设备用房位置变化，项目地上建筑面积由87864.97m2调整为
87858.38m2（减少 6.59m2），地下建筑面积由 30238.12m2 调整为
31749.34m2（增加1511.22m2），总建筑面积由118103.09m2调整为
119607.72m2（增加1504.63m2），计容建筑面积由84627.08m2调整为
84372.31m2（减少254.77m2），容积率由4.00调整为3.988，建筑密度由
30.95%调整为31.32%，绿地率指标不变，变更方案符合规划要求。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五十条的相关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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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至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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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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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卓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10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万绿园壹号项目建筑方案调整公示启事

海南丰迪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MA5RGGEF
3N，法定代表人：李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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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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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少缴纳税款
2017年5月27日，你公司接受河北净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具

9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1300163130，发票号码：
03622384-03622392）；2017年6月28日，你公司接受河北净尔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具 13 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为：
1300163130，发票号码：01187456-01187468，共计22份增值税专
用发票，金额合计21,444,453.77元，税额合计3,645,557.23元，价
税合计25,090,011.00元。你公司已于2017年5月、6月、7月将这
2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上述2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国家税务

局稽查局2018年4月17日已证实虚开。经检查核实，你公司上述行
为为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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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第二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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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9年10月10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税务大厦七楼
联系人：王女士
电话：66969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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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号

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2019）第58号
经海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的二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挂牌方式分别出让，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土地的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地块B04-01、02、03、04、05，土
地总面积为11524.33平方米（17.29亩），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土地出让年限40年；地块B04-06、07、08、09，土地总面积为11399.66平方
米（17.1亩），土地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土地出让年限40年。目前两地块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
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土壤无污染，具备动工开发必需的条件。根据海口市江东新区起步区CBD控规初步成果，江东新区起步区
CBD地块B04-01、02、03、04、05，B04-06、07、08、09的规划情况详见下表：

二、竞买人资格及要求：（一）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以及存在在海
口市行政辖区内因自身原因造成土地闲置或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的
以外（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
联合申请。（二）非海口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在竞得土地后5日
内在海口市注册成立法人项目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由项目公司或全资
子公司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手续。申请人竞得土地后，拟成立新公司进
行开发建设的，竞得人在新公司中出资比例不得低于50%。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以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人。地块挂牌起始价和竞买保证金详见下表：

本次挂牌采取增价方式竞价，每次加价幅度为人民币10万元或
10万元的整数倍递增。竞买人在报名时需交纳相应的竞买保证金。

四、竞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竞买者请到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地址：海口市国贸二横路国土大厦五楼）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心一楼3号窗口查询，凭有效证件索取《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间：
2019年10月17日9:00至2019年11月11日16:00（北京时间）。

五、挂牌时间、资格确认及挂牌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11
月1日9:0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11月13日16:00
（北京时间）。2、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经审核具备申请条件
的，我局于2019年11月13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3、地点：海
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大厅。本次
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
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六、其它注意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的两宗地主要用于开发建
设海口江东新区金融中心项目。（二）该两宗地按现状出让。（三）该两
宗地按照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1500万元/亩。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
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土地
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的同时须与海口市商务局
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四）本次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都已具备开发建设条件。竞得人应
在按现状交地后6个月内动工，2年内完成项目建设。超出出让合同
约定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动工开发的，按土地出让价款的20%征收土
地闲置费；满二年未动工开发的，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涉及水务、绿
化、市容、卫生、环境保护、消防安全、交通管理等的设计施工，应符合
国家、海南省和海口市的有关管理规定。（五）挂牌成交后，土地竞买保
证金自动转作为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金按《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六）竞
买人竞得土地后，应当与挂牌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
作日内与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30日内一次性付
清全部土地出让价款。（七）税金由竞得人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交易
服务费按规定收取。（八）受让人凭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
办理土地登记手续。

七、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口市土地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898）68531700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0898）65303602
网上查询：www.landchina.com
http://zw.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10日

地块

江东新区起步区CBD地块B04-01、02、03、04、05
江东新区起步区CBD地块B04-06、07、08、09

土地面积（m2）

11524.33平方米（17.29亩）
11399.66平方米（17.1亩）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容积率
≤2.056
≤2.13

建筑高度（M）
≤60
≤60

建筑密度（%）
≤37

≤38.36

绿地率（%）
≥12.33
≥12.79

规划指标

地块
江东新区起步区CBD地块
B04-01、02、03、04、05
江东新区起步区CBD地块
B04-06、07、08、09

挂牌起始价（万元）

18846.1

18040.5

竞买保证金（万元）

18846.1

18040.5

坐车殴打公交司机危害公共安全

海口一女子获刑4年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王娇）海口女子仉某娥乘坐公交车错过了站点，与
公交司机理论起冲突后，竟击打司机头部。近日，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
告人仉某娥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4年。

今年4月11日19时30分许，仉某娥乘坐54
路公交车回家，途经海口市美兰区江东大道新蕾
幼儿园附近的一个临时公交车站点时，因未能及
时下车而与司机发生纠纷。公交车离开站点继
续行驶过程中，仉某娥猛地来到驾驶室旁用手击
打司机王某的头部，王某采取紧急制动措施将车
停下来，并报警。仉某娥得知王某报警后欲离开
现场，被王某阻拦，随即两人发生拉扯，后仉某
娥被公安民警抓获。经鉴定，公交司机王某右眼
眶瘀斑及结膜充血，损伤属轻微伤。案发后，仉
某娥亲属代其赔偿被害人王某损失，并取得王某
的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仉某娥置公共安全
于不顾，殴打正在行驶过程中的公交车驾驶人，危
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其行为已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据此，法院遂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特约记者 林东

在绿油油的槟榔、芒果苗木的映
衬下，一幢两层楼的新房拔地而起。
屋后的苗木地里，一名40多岁的男子
正在除草。这是10月9日，海南日报
记者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茅坡村
采访禁毒工作时看到的情景。

这名男子名叫韦某仲，曾因吸毒
三进三出戒毒所。谈起已戒断毒瘾3
年未复发，他用力一挥手，爽朗地笑
道：“只要有人帮助，自己有决心、有意
志，哪有戒不掉的毒瘾！”

2008年，在三亚做电焊工的韦某
仲，有一次患了感冒，吃了一个“好心

人”给的“感冒药”，染上毒瘾后才知道
里面掺了毒品。

不到一年，在警方的一次突然行
动中，正在吸毒的韦某仲被抓现行，送
进了三亚戒毒所。此后，有收治效果
的他走出过戒毒所，但因再次吸毒又
被送进去两次。

有“破罐子破摔”倾向的韦某仲，
究竟是如何戒掉毒瘾的呢？

那是2016年7月的一天傍晚，韦
某仲被管理人员告知有家属会见。

“我们村与三亚戒毒所相距100
多公里，妻子干完当天的农活才有空
来看我，上高中的儿子备考时间很
紧。”韦某仲回忆道，“人心都是肉长
的，当我看到劳累的妻子和眼圈发红
的儿子，我很惭愧也很心痛，下定决心
一定要远离毒品！”

由于戒毒效果明显，加上妻子和
儿子常来探望鼓励，韦某仲终于走出
了戒毒所。

韦某仲回家后，当地干部在鼓励
和引导同时，协调支持他部分产业资
金。于是，韦某仲放下思想包袱，与妻
子种植芒果、槟榔和冬季瓜菜，兼做果
蔬收运生意。

“2017年以来，我们家每年能赚
10多万元，除了供儿子上大学，还修
建起这幢总面积360多平方米的新
房。”韦某仲指着眼前的房屋说道。

农闲时节，韦某仲积极参与警方和
镇、村干部组织的戒毒宣传工作。他
说：“我每天让自己忙起来，多做有意义
的事，根本没有闲工夫想毒品的事。”

曾有5年吸毒经历的茅坡村村民
韦某闻，如今也跟韦某仲一样，成了村

里的致富能人和戒毒宣传达人。
“在民警和镇、村干部帮助下，我已

戒断毒瘾3年了没有复发。”韦某闻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他在一个项目工地上
班，工作之余协助妻子种植玉米、豆角
等作物，去年家庭收入超过8万元。

茅坡村负责人周昌凯介绍，该村
共有78户 630人，前些年村里有13
人吸毒。由于各方齐抓共管，其中包
括韦某仲、韦某闻等10人已戒断毒瘾
3年未复发；另外3人通过社区康复方
式，目前复查效果良好；近3年来，全
村没有新增吸毒者。

在茅坡村开展禁毒宣传和帮教工
作的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教导员黎思
梦、利国镇武装部部长韦俊星，都证实
了茅坡村禁毒的成效。他们一致认
为，茅坡村不仅自身成为无毒村，还给

周边村的禁毒工作树立了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茅坡村附

近的老邢园村村民邢某必说，他以前
也吸毒，从戒毒所出来后，戒断毒瘾已
3年了未复发。他微笑着说：“我跟茅
坡村的戒断毒瘾者一样发展产业，承
包土地种植了40多亩黄秋葵，每年能
赚10多万元。”

谈及禁毒工作，乐东黎族自治县
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陈海洲介绍，
截至目前，全县戒断毒瘾3年未复吸
者有2300人，这得力于实施严打、严
整、严堵、严收、严管、严教、严奖、严责
的“八严工程”，推行由党政、公安、学
校、社会、家庭形成合力的“五位一体”
机制，确保禁毒工作“打得赢、防得住、
控得稳”，取得更多实效。

（本报抱由10月9日电）

在各方帮教下，乐东茅坡村吸毒者戒掉毒瘾发展产业忙致富

昔日“瘾君子”今成励志哥
掀起禁毒新高潮

10月8日清晨，儋州市那大镇城北新区的高层建筑物云雾缭绕，若隐若现，宛如人间仙境，美不胜收。
本报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那大雾境美不胜收

海口新版违停罚单已上线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 （记者邓

海宁）日前，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获悉，新版“违法停车告
知单”在海口已开始投入使用，新版

“违法停车告知单”上没有缴费二维
码，车主请注意辨别真伪，以防被骗。

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交警展示使
用新版“违法停车告知单”的执法过程
中看到，在发现违停车辆后，交警使用
装有警务通APP的手机对违停车辆
进行拍照，录入相关信息，之后用便捷
式打印机打印出新版“违法停车告知
单”，再将告知单贴在违停车辆的车窗
玻璃上。

据悉，目前新版“违法停车告知
单”刚推广使用，市民分辨真假可以先
从自己是否有违法行为进行确定，如
看罚单是否规范，是否有编号、违法行
为和地点、交警支队的公章等信息。
其次，车主可以到交警的服务站或者
通过“椰城交警”“交管12123”等官方
手机App核实违章记录。

此外，目前因处于过渡期，旧版手
写的“违法停车告知单”也仍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