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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根据《海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公示地价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的
通知》（琼国土资用字〔2017〕68号）等有关文件的要求，我局开展了三亚
市农用地土地定级及基准地价评估工作，现已形成初步成果，根据《国土
资源听证规定》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需要组织听证，广泛听取社
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1、会议时间：2019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0 时 30 分；2、会议地点：

三亚市河东路152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楼会议室。若会议时间或
地点发生变化，我局将另行发出通知，届时以通知为准。

二、参加听证人员
市人大代表2名、市政协委员代表2名、市法制办代表1名、各区政

府代表8名、各农垦农场有限公司及林场代表2名、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
代表8名。

三、报名须知
1.有意参加听证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听证会，

也可推选代表参加听证会，我局将根据听证会事项和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申请情况，按报名前后顺序确定听证会代表。2.申请参加听证会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在2019年10月25日前向我局提出书面听
证申请，逾期不予受理。3.听证申请书应当包括当事人的姓名、身份证
件号、联系方式、地址（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人代表），申请听
证的具体事项，申请听证的依据、理由等（注：在提交申请书时，申请人应
提供身份证件原件核对）。4.其它事项：联系电话：0898-88275006、
0898- 88276629；联 系 人 ：唐 女 士（18388109916）、符 先 生
（13876751921）；联系邮箱：88276629@163.com

特此公告。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10日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召开三亚市农用地土地定级及
基准地价评估项目成果听证会的公告

海南浩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0090549207W

事由：经对你公司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发票违法
进行了检查，未发现你公司在2016年度从武汉市佰琳经贸有限责任公
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进项。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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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税务稽查结论》（琼税一稽结〔2019〕1000012
号）。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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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号

关于海伦世家（二期）建筑设计方案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财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市嘉

积镇金海北路西侧。用地面积为19424平方米（约29.13亩），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为：总建筑面积为47912.81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40401.92m2）,
容积率2.08，建筑密度31.93%，绿地率35%。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
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0
月11日至10月18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
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
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海
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
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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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咨询电话：
0898—62822440，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10日

借款单位

海口市海联公社红联
大队土尾一队（8笔）
海口市海联公社红联
大队土尾二队（17笔）
海口市海联公社红联
大队亮肚一队（2笔）
海口市海联公社红联
大队亮肚二队（5笔）
海口市海联公社红联
大队外坪三队（4笔）
海口市西坡化工组

琼祥家俱店
海口市振东区大新商

店（2笔）
海口市荣发物资经销部
海口市建琼经销部
海南新港渔村

海联物资营业部

海南发运商场（4笔）

海口海昆房地产开发
公司（3笔）

海口市海边建材营业部
海南省热带作物产品
供销总公司贸易部
海口市汇源实业有限

公司（2笔）
文昌县东郊镇中南林场
海口市利东经销部

法人代表

郑长洲 吴开国
冯所安 冯学堂

陈世美 陈泽利

吴乾税

吴文樁

周元轩

林雨全
蒙生祥

陈联庆

周地荣
陈学殖
黄国光
谢荣华

欧阳厚

黄保安

冯亚明

梁坚

莫文源

韩建文
冯亚明

借款本金
余额（元）

9,400.05

17449.3

6,413.36

6041.76

3,529.39

8,000.00
20,000.00

30000.00

77,700.00
80,000.00
80,000.00
90,000.00

493,000.00

4543800

33,470.00

200,000.00

153700.00

48,400.00
29,600.00

担保人

陈焕英

陈春发

谢春华

借款单位

海口市海联经销部
（3笔）

海联贸易经理部（2笔）

海联贸易总公司（2笔）

海联经销公司（3笔）

海口市博爱区宏博
经销部（2笔）

海口新埠水电管理所
海口市南渡江印刷社

海口市海利经销部

海口市建材开发公司
海口大西洋经贸行

海口果仁综合加工厂
海口新世纪汽车维修中心
海南广通达实业贸易

有限公司

海口明珠时装店

海口创隆酒家

林才兴

陈亚弟（2笔）

罗家善
林妚小

法人代表

周秉柏

王松

陈贻英

吴坤富

辜颂称

周炳建
罗长奕

蒙朝盛

陈美华
陈孝存
冯娟
潘德静

莊惠吉

洪国明

连宦忠

担保人

冯仁高
冯亚藤
陈美华

潘正礼

借款本金
余额（元）

103,424.54

35,000.00

201,400.00

57,500.00

44680.00

48,000.00
30,000.00

90,000.00

100,000.00
75,500.00
80,000.00
200,000.00

518,000.00

221000.00

250,000.00

6,000.00

6000.00

42,345.00
50,000.00

借款单位
（或个人）

李亚三

陈进兴

吴周兴

李圣贤

吴亚发

吕海忠
甘立勤

蔡道雄

柯建雄
吴坤禄
韦继忠
陆业锋

张因贵

张瑞奇

黄文超

郑深洲

张亚发

借款本金
余额（元）

28,500.00

28901.09

39,977.00

50,000.00

35000.00

7500.00
40,900.00

8,300.00

20,000.00
37200

3,000.00
12500

10,000.00

6,000.00

15,000.00

3,770.00

3000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海联信用社贷款催收公告
以下个人在我社借款已逾期，望见报后15日内速到我社归还结欠的本金及相应的利息,否则，我社将按法律程序进行处理。

2019年10月11日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海联信用社

根据《东方市人民政府关于东方市东出让2019-12号宗地
符合净地条件确认书》（东府函[2019]190号），上述宗地符合东
方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列入东方市今年建设用地供地计划。
目前该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
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
量要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的净地。

二、竞买事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

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
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
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
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
买；必须在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时间为准）。

（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价高
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
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19年10月12日至2019年11月8日到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三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公
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11月8日16时。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
请条件的，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11月8日17时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地块挂牌时间为：2019年11月1日8时30分至2019年11
月11日15时30分。

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19年11月11日下午15时30分。
（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

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六）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

申请。
（七）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

与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出让价款，土地出让金按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

（八）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
行。

（九）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佣金和公证费按有关规
定收取。

（十）其它事项：挂牌的地块以现状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十一）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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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陆先生 欧阳先生
联系电话：0898-25582051 13976111340
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www.landchina.com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11日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自然资告字〔2019〕63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19-12号

位置
东方市八所镇永安路南侧

面积（m2）
11107.08

土地用途
其他商服用地

使用年限
40年

容积率
≤1.6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35%

建筑限高
≤45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2705

挂牌起始价(万元)
2705

解除劳动合同公告
根据我场规章制度以及《海南省儋州林场考勤出差和节假日

值班管理规定》第一条第（五）项第5点“一个月内连续无故旷工15
天或一年累计无故旷工30天的，按《劳动法》及有关规定办理解除
劳动合同手续”之规定，以下人员：陈焕忠、陈良森、邓娇花、邓路
生、符治明、高志发、关小文、黄东传、黎多泉、李德义、李锦成、李其
民、李秋鸾、李绍俊、李秀妹、苏泽光、谭北石、谭晋峰、童炉光、吴发
龙、吴国传、吴忠志、薛逢霁、薛逢江、严永新、曾有道、郑三侬、钟卓
德、朱以强、薛彩娥、曾文芳、林美英。因长期无故旷工天数已超过
上述规定的期限，本场现依法依规解除与上述人员的劳动合同，自
本公告公布之日，上述人员与本场的劳动关系正式解除。请上述
人员自公告公布之日起30日内回到本场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相
关手续，逾期不办理的，自行承担相关后果。特此公告。

儋州林场 2019年10月11日

招标公告
昌江县十月田镇沙田村耕地开垦项目（施工标），招标人为

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建设地点：十月田镇沙田村。投标人资格要求：须具备独

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具

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

项目的项目经理。请于2019年10月10日08：30至2019年10

月16日17:30从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海南省）（http://zw.

hainan.gov.cn/ggzy/）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

元（开标现场缴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9年10月31日

8:30，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7开标室，联系人：

陈工，电话：0898-66724708。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洋浦港二期工程#3多用途泊位功能提升项目位于已建洋浦港二期工

程#3泊位，主要内容为新增LNG罐箱装卸、运输功能及其配套设施，新
建应急放空区和车辆缓冲区。项目装卸罐箱采用直装直取，不在港内存
放。改造完成后，装卸货种新增LNG罐箱重箱6000箱/年（12000TEU/
年）和空箱6000箱/年（12000TEU/年）。项目总投资479.92万元。危险
货物港外运输及后续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区外堆场均不在本次评价范围
内。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登陆国投裕廊洋浦港口有限公司网站下载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网址为：http://www.sjyport.com/upload/gs/zqyj1009.
pdf。公众也可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范围为项目所在辖区洋浦经济开发区范围之内，可能会

受到项目建设或运行影响的公众。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可登陆国投裕廊洋浦港口有限公司网站下载公众意见表，

http://www.sjyport.com/upload/gs/gzcy1009.doc。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者去建设单位所在地填写公众意见

表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中国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新浦大厦8层
通讯地址：国投裕廊洋浦港口有限公司 联系人：闫先生
电话：13976298064 邮箱：5001850@qq.com
六、征求意见起止时间
征求公众时间为2019年月10月11日-2019年10月24日。
特此公告。

国投裕廊洋浦港口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1日

洋浦港二期工程#3多用途泊位功能提升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新华社华盛顿10月10日电（记
者熊茂伶 孙丁）当地时间9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在
美国华盛顿分别会见美中贸委会会长
艾伦、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会长兼国
际事务总裁薄迈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新任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刘鹤在会见艾伦和薄迈伦时表
示，中美经贸关系十分重要，具有很强
的外溢性和全球影响。贸易战不利于
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整个世
界，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都会受到极
大损失。中方此次抱着极大的诚意而
来，愿意与美方就贸易平衡、市场准
入、投资者保护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进

行认真交流，推动磋商取得积极进展。
艾伦和薄迈伦表示，贸易战只有输

家，没有赢家，美国工商界不希望看到
加征关税。由衷希望双方能够在这一
轮磋商中取得具体明确的进展，增进互
信，为下一步磋商奠定良好基础，最终
找到解决分歧、停止贸易战的办法。美
国工商界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刘鹤在会见格奥尔基耶娃时表示，
即将举行的新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受
到各方面高度关注，停止贸易战是整个
世界的共同期盼。中方愿意在平等和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美方通过本轮磋
商就一些双方关注的问题取得共识，防
止摩擦进一步升级和扩散。希望国际
社会共同努力，维护世界稳定与繁荣。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测算，贸易战正在对世
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和影响，到2020
年将拖累世界经济0.8个百分点。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方通过磋商解决
问题的决心和诚意表示高度赞赏，愿
在维护多边体制和自由贸易规则方面
继续发挥应有作用。

刘鹤分别会见国际组织负责人和美国工商界代表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10日
电（记者和苗）瑞典文学院10日宣
布，将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
奖分别授予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
尔丘克和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
尔姆当天在揭晓获奖者时说，托卡

尔丘克“充满激情的叙事想象力代
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活形式”，
而汉德克用其“富有语言学才能
的、有影响力的著作探索了人类经
验的外围及特异性”。

文学院在当天的新闻公报中说，
1962年出生在波兰的托卡尔丘克从

未将现实视为永恒的事物，她在文化
对立面之间构建自己的小说，比如

“理性与疯狂、男性与女性、家庭与疏
离”等。她的作品反映了波兰的历史
和现实，其代表作品有《太古和其他
的时间》《航班》等。

汉德克1942年出生于奥地利的

克恩滕州，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包括
小说、杂文、戏剧和电影剧本等，成为
二战后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文学
院院士安德斯·奥尔松在回答新华
社记者提问时确认，因为是同时颁
发两年的文学奖，这两名作家将分

别获得900万瑞典克朗（约合91万
美元）的奖金。

2018年，瑞典文学院一名时任女
院士的丈夫涉嫌性侵、性骚扰及泄露
文学奖获奖者姓名，致使瑞典文学院
陷入信任危机。瑞典文学院去年5月
宣布，2018年不颁发诺贝尔文学奖。

波兰和奥地利作家分获2018年和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

喜剧、追思与不服老
——2019年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文花絮

诺贝尔委员会成
员在发布会现场“背歌
词”？生理学或医学奖
得主威廉·凯林发的自
拍照背景是他的亡
妻？97岁的“足够好”
老爷子还每天到实验
室搞科研？

2019年诺贝尔自
然科学奖三个奖项均
已揭晓，除获奖成果
外，今年这些奖项中的
人文花絮也吸引了大
量目光。

现场致敬《生活大爆炸》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举行的诺贝尔物理学
奖发布会现场，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乌尔夫·丹尼尔
松来了这么一段：“我们的整个宇宙曾是炽热、稠
密的状态，然后在近140亿年前开始膨胀。”

这段话是美国著名科学喜剧电视片《生活大爆
炸》主题曲的开头两句。这部电视剧虚构了谢尔顿·
库珀等科研人员的生活和情感故事，将喜剧与科学
糅合起来，多次获得美国电视界最高荣誉艾美奖，在
全球各地广受欢迎，特别受到许多科研工作者喜爱。

今年的物理学奖颁给了宇宙学等领域研究，正
好与《生活大爆炸》片头曲的这两句相符，难怪丹尼
尔松在新闻发布会现场来了这段。瑞典皇家科学
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说，这部电视剧在促进人们
理解科学方面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将科学的
世界带到了世界各地的笔记本电脑和起居室中”，
因此在诺奖现场引用其主题曲歌词是很合适的。

她在天堂微笑祝贺

“在我刚失去她之后的几年里，我会想‘拜托，
不要得奖'，因为这会是太苦涩的甜蜜，在没有卡罗
琳的情况下获得如此非同寻常的荣誉，对我将是
毁灭性的。”今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威廉·凯
林在得知获奖后于美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的妻子卡罗琳·凯林也是一名科学家，研
究乳腺癌领域，因病在2015年去世。威廉·凯
林说，他们俩过去常打趣说如果获得诺贝尔奖
要怎样庆祝，所以在妻子去世后，他有段时间反
倒害怕获奖。

得知获奖后，威廉·凯林向诺贝尔奖官方发
了一张自拍照，并被诺奖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
布。照片中，他身后墙上挂着一名女性的照片，
两人共同“自拍”，庆祝这个特殊时刻。

许多网友猜测，那就是他已故的妻子。一
位网友评论：“太浪漫的照片了。”

“足够好”却不服老

今年的化学奖刷新了诺奖100多年历史上的一个
纪录，那就是获奖的约翰·古迪纳夫今年已经97岁高
龄，成为获奖时年龄最大的人。许多人根据古迪纳夫
这个名字的英文意思，称其为“足够好”老爷子。

在9日化学奖宣布当天，这位美国科学家在英国皇家
学会参加活动。他在回答媒体关于自己是否仍在做科研
的问题时说：“是的，我每天都到实验室，我仍然在工作。
不然我做什么呢？退休然后等死吗？不，我不会这样。”

今年化学奖中另一名获奖者吉野彰生于1948
年，乍一看今年71岁的年纪不算太突出，但细看他履
历就会发现，他是2005年在大阪大学获得的博士学
位。算一算，57岁读完博士，这份求学不在乎年龄的
精神让人钦佩。

吉野彰获奖后称赞了古迪纳夫近百岁高龄仍然坚持
科研的行为。看来，这一对不服老的科学家将继续书写科
学界的传奇。（据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记者黄堃）

10月9日，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竞选
人拜登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上发
表讲话。 新华社/美联

这是10月9日在土耳其边境的杰伊兰珀纳尔
附近拍摄的遭到土军炮击的叙利亚拉斯艾因市。

叙利亚外交部9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土耳其
在叙北部展开军事行动，决心“以一切合法手段抗
击土耳其侵略”。据叙通社报道，土耳其对叙北部
部分地区的炮击、空袭已造成叙东北部哈塞克省北
部的卡米什利市、代尔巴西耶市、拉斯艾因市等地
8名平民死亡，另有20名平民受伤。 新华社发

叙利亚强烈谴责土耳其
在叙北部展开军事行动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9日电（记者孙丁 邓
仙来）美国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拜登9日
说，他支持弹劾现任总统特朗普。这是自众议院
民主党人近期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以来，
拜登首次就此表明立场。

拜登当天在新罕布什尔州出席活动时说，特
朗普违背就职誓言、背叛国家，应被弹劾。特朗普
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拜登此番表态很可悲。特
朗普还称，自己没做错什么。

拜登首次公开表明
支持弹劾特朗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