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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近日，笔者从工行海南省分行了解到，一直以来该行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各项决策部署，把扶贫

攻坚工作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以加强调查研究为切入

点，以为帮扶村民办实事为着力点，以村民脱贫致富为落脚点”的

工作思路，充分发挥金融行业优势，从产业帮扶、教育帮扶、就业帮

扶、基础设施帮扶等方面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该

行定点扶贫的昌江县十月田镇王炸村已于2018年整村退出行列。

据介绍，在深入开展扶贫过程中，工行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扶贫先扶志，通过强化党的建设带动脱贫攻坚工作，与帮扶村王

炸村党支部共同开展党建活动，帮助村民党员提高脱贫攻坚的思

想政治觉悟。工行始终坚持将扶贫列为一把手工程，专门成立了

金融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帮扶台帐和工作记录，制订了扶

贫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等工作措施，派出专职驻村干部，努力构

建扶贫工作长效机制。在扶贫方式上不断创新，充分发挥金融机

构优势，加大涉农、扶贫信贷支持力度。将消费扶贫作为带动帮

扶村脱贫的重要抓手，积极组织单位员工开展扶贫爱心消费，通

过“线上+线下”双平台，带动产业扶贫成果转化。特别是在今年

1月份市场圣女果收购价格低迷滞销期间，该行以单位集中采购

和发动下属分支行员工购买的方式，共订购1.2万斤圣女果，总价

值3.45万元，帮助王炸村种植圣女果贫困户度过难关。

今年以来，工行海南省分行从加强干部派驻、开展党建共建、

推动消费扶贫等方面，持续开展支持定点帮扶村脱贫攻坚。以认

识到位、人员到位、措施到位、资金到位、工作到位“五个到位”为

总要求，进一步巩固提升定点扶贫工作。截止上半年，该行涉农

贷款余额100.9亿元，精准扶贫贷款余额2.15亿元，累计消费扶

贫金额74.94万元，投入定点帮扶资金5.4万元。

下一步，该行将继续加大金融扶贫力度。持续加大对农户贷

款、农林牧渔业涉农贷款的投放力度，加大对除海口、三亚之外地

区的贷款投放。充分发挥产业和项目精准扶贫贷款对贫困人口

脱贫增收的长效作用，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项目开发、特色

产业支持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深入实施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帮

扶工程，培育推广有市场、有品牌、有效益的特色产业。不断优化

产业扶贫结构。在巩固原有圣女果种植基地项目的基础上，评估

引进毛豆、红心菠萝蜜等新种植项目，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村民

持续增收提供保障。加快提升教育扶贫水平。开展银村青年结

对子帮扶活动，提升帮扶村青年思想认知水平，拓宽知识面和视

野，引导帮扶村青年走上正确的人生轨道。资助帮扶村考上大学

的新生入学就读，努力通过学习知识改变命运。持续巩固精准扶

贫成效。调动行内外资源，为帮扶村适龄青年安排就业岗位，引

导贫困户加入专业合作社或龙头企业，通过就业带动家庭脱贫。

发挥电商平台优势，帮助农户上线销售产品，提高生产收入。积

极发动本单位员工和合作单位，购买贫困户产品，助力扶贫。

扶贫攻坚在路上，该行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切实为

贫困村和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巩固提升扶贫成果，争取早日实

现全面脱贫，也是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贡献应有的力量。 （李万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志智双扶”全力确保扶贫对象脱贫不返贫

受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管理人委托，定于2019年10月31
日上午10:0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
公司持有的债权、对外投资、银行存款、固定资产等权益资产包（截止
2019年6月30日止，资产账面价值为 3,677,221,532.56元）。参考
价：15,336,762.60元，竞买保证金：150万元。

特别提示：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机构和人员不得参与竞买。

标的展示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 10月30日止。
竞买手续办理：有意竞买者，请到我公司查阅资料，并于2019年

10月30日16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到我公司办
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栋二楼
联系电话：13976734560(朱先生)
委托方：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管理人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38号华银大厦第12层
联系人：李增贤 律 师 13907563701

张克胜 会计师 1390755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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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7日

拍卖公告

公 告
海南绿城蓝湾小镇全体业主：

为保障业主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及海南
省相关规定，现将蓝湾小镇部分组团公共区域的权属进行公告：

1、我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陵水清
水湾旅游度假区C区一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该工规证报
建内容，位于该项目内的大一期公寓1组团，其地上一层、二层的架空
层、阳台、回车门廊及地下室设施（不含车位）等公共区域，共计建筑面
积25149.12m2，其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为公共配套设施；

2、我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陵水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C区一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该工规
证报建内容，位于该项目内的绿城清水湾观澜苑1-8幢组团，其
地上一层、二层的架空层、阳台、回车门廊及地下室设施（不含车
位）等公共区域，共计建筑面积26320.11m2，其产权归全体业主所
有，为公共配套设施；

3、我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陵水清
水湾旅游度假区C区一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该工规证
报建内容，位于该项目内的绿城清水湾·闻涛苑组团，地下室公共区
域面积为3864.21m2，其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为公共配套设施；

4、我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陵水
清水湾旅游度假区C区一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该工规
证报建内容，位于该项目内的绿城清水湾·品霞苑组团，其地上一
层、二层的门廊、走道等及地下室部分公共区域（不含车位），共计建
筑面积16932.68m2，其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为公共配套设施；

5、我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绿城
清水湾东北区块多层公寓二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该
工规证报建内容，位于该小区中心游泳池东边的配套会所，其建
筑面积为2122.21m2，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为公共配套设施；

6、我公司取得的陵水黎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绿
城清水湾东北区块多层公寓二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根据
该工规证报建的内容，位于该项目内地下室设施（不含车位）等公
共区域，共计建筑面积10821.65m2，其产权归全体业主所有，为公
共配套设施。

以上公共区域详情信息请咨询我司生活服务部：
联系人：赵许强
联系电话：15595683789
特此公告！

海南绿城高地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8日

广告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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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号

海 南 康 特 维 科 技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9027MA5RHJCQ4C ，法定代表人：龚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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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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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特维公司2017年9月份向深圳市顺多谦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

宏金鑫科技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4份，金额合计2,349,
634.25元，税额合计399,437.83元，价税合计2,749,072.0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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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

一步做好税收违法案件查处有关工作的通知》第二条第（三）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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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
的规定，对你公司上述行为定性为虚开发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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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税务大厦七楼
联系人：宋女士
电话：66970967

2019年10月18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琼0105执426号之八

根据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5执426号之五执
行裁定书，本院定于2019年11月25日10时至2019年11月26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http://sf.taobao.com/0898/13)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

卖海南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东方洋
路3号海悦东方(A1A2) 2层202房[不动产权证号:琼(2017)海口
市不动产权第0067653号]、(A1A2) 9层910房[不动产权证号:
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67687号]的二套房产。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联系人:薛法官 联系电话:0898-68663840
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秀英区人民法院

今年年底前我国生猪产能
有望探底回升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于文静）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17日表示，综
合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环比降幅明显收窄、
规模猪场生产由降转增、饲料产量止降回升、种猪
销量持续大幅增长等判断，养殖生产积极性正进
一步提高，年底前产能有望探底回升，市场供应明
年有望基本恢复。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在会上
表示，9月份以来，随着促进生猪产能恢复和市场
供应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猪肉供给阶段性紧张的
局面有所缓和。国庆节后，猪价出现阶段性较快
上涨，主要是前期生猪产能下降、部分养殖场户增
加商品母猪留种、各地增加收储等，导致商品肥猪
上市量阶段性减少，市场供应偏紧。

“从后期走势来看，目前各项针对性政策措施
对于生猪整体产能恢复、激发养殖户积极性的作用
正在逐步显现，而且生猪养殖盈利持续处于历史较
高水平也有利于生猪产能恢复。”唐珂说，元旦、春
节前猪肉价格将保持高位运行走势，但随着库存冻
肉逐步出库、禽肉等畜产品供应增加，畜产品供应
总体是有保障的。

安三问
——城市瓶装液化气使用隐患调查

10月13日，无锡锡山区鹅
湖镇一小吃店发生燃气爆炸，
造成9人死亡，10人受伤。该
事件敲响了瓶装液化气使用隐
患不可轻忽的警钟。

当前，各城市中，瓶装液化
气仍在哪些场合被广泛使用？
现实中，瓶装液化气使用流程
存在哪些重大隐患？监管与排
除相关隐患仍存哪些难点？新
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据专家介绍，随着各地积极
推进天然气管道建设，更加安全
清洁的天然气在城市的普及率
迅速升高。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在城市中仍有不少地方在广泛
使用瓶装液化气。

各类夜市正广泛使用瓶装
液化气。记者在沈阳塔湾兴顺
国际观光夜市发现，400多家小
吃商户都在使用液化气钢瓶烹
饪美食。当地客流量颇大的彩
电塔夜市商户也同样都使用瓶
装液化气。

在南昌，记者走访紫荆夜市
时注意到，每个摊位的附近都
放着液化气瓶，有的摊位还不
止一个。

瓶装液化气还随着餐饮商
铺大量进入到人口密集的社区
附近。石家庄市民王先生告诉
记者，他家楼下就是一排小吃
店，做菜基本都使用瓶装液化
气。记者还见到石家庄方兴路
的部分早市和小吃店也在大量
使用瓶装液化气。

一位石家庄市民说，自从发
现家附近的店家几乎不了解液
化气钢瓶使用安全规范后，他就
一直惴惴不安想搬家。一家煎
饼店的老板则告诉记者，有时候
收摊带液化气钢瓶回家时，心里
也担心会不会爆炸，只能安慰自
己“哪儿就那么倒霉啊。”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瓶装液
化气使用流程中，还存在一些风险
隐患。

记者发现“黑气站”仍存在，有瓶
装液化气运输过程也不符合规范。

调查中，记者在石家庄某城中村
的街道上看到，不少装有液化气钢瓶
的电动三轮车正冒雨送货。这些人
告诉记者，平时订货量不少，配送范
围可覆盖石家庄二环。记者还在这
个城中村内发现了一处作为“黑气
站”的民房，里面堆放有大量“气瓶”。

我国危险品运输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运输、装卸瓶装液化气一类危

险品必须由持有相关资格证件的专
业人士，使用专业运输设备，取得专
门许可后方可操作。但记者看到在
沈阳等地的夜市，有人推着装有多
个液化气钢瓶的手推车游走，“哪个
摊没气儿了就给哪个送。”南昌某基
层燃气管理工作人员介绍，液化气
瓶从郊区气库运输到城区服务点应
使用专业的危险品运输车辆，但目
前不少都由普通小货车来运输。

操作不当、设备老化造成重大
风险。记者发现，沈阳、南昌一些夜
市摊位存在为提高烹饪效率、节省
摊位空间、最大程度使用瓶装液化

气而私自改装使用三通接头连接液
化气钢瓶，且将液化气钢瓶放倒使
用的情况。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特种设备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用
三通接头把两根管接成一根在同一
个瓶内使用，危险性极高。”另据相关
专家介绍，液化气钢瓶一旦平放，液
体部分将涌至瓶口处，打开角阀时冲
出的液体很可能迅速汽化，超过燃具
的负荷，形成爆炸或爆燃，风险不小。

记者从石家庄方兴路的部分早
市和小吃店了解到，商家所使用的

“气瓶”不少已近十年，对是否经过

检查、需要检查则语焉不详。
有消防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当前一些城市因液化气引起的
火灾多与容器老化或操作不当有
关，特别是一旦引发爆炸事故，将对
公共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查访中记者注意到，经常使用瓶
装液化气的人员不少对相关安全知
识知之甚少，甚至一些相关岗位工作
人员也安全意识淡漠。在南昌某液
化气供应站，工作人员和送气员在工
作场所吸烟，他们身旁就是禁烟标志
和数十个液化气瓶。另外还有一些
送气员暴力搬运液化气钢瓶。

瓶装液化气
仍在城市中哪些场合

被广泛使用？

当前瓶装液化气使用流程中存在哪些重大隐患？

新
华
社
发

第二问

为排除瓶装液化气使用风险隐
患，各地积极采取措施。

在沈阳，有关部门给钢瓶阀门
装上“智能芯片”。据悉这种钢瓶一
旦超期，就会停止灌输。

在贵州，省级气瓶安全追溯
管理公共服务平台已于7月上线，
初步实现全省气瓶使用环节的可
追溯。

但要彻底排除隐患仍有不少

难点。南昌某基层燃气管理工作
人员反映，当前基层管理部门每天
都会对餐饮等重点区域的液化气
瓶进行安全检查，但面对市场上数
量众多的液化气钢瓶，检查人员人
手不够。且液化气钢瓶检查专业
性要求较高，部分基层管理人员业
务水平难以胜任。

记者还从河北某地燃气公司负
责人处了解到，瓶装液化气被一些

商家广泛使用和成本直接相关。例
如，近期一个能坐近20桌的餐馆申
请安装天然气，管道费、接口费、截
止阀等设备共花费5万多元，这对中
小商家来说花费不菲。

另有业内人士透露，当前升
级安全性能更高的液化气瓶等设
备都是各类经营主体自己出钱，
财政上并无补助，且经营主体按
规定不能擅自以成本提高为名涨

价，不少经营主体缺少升级设备
的内在动力。

“当前我国流通使用中的液化
气钢瓶底数不清、状况不明，造成对
公共安全隐患不小，除监管机构强
化监管外，引导社会经营主体积极
升级设备非常重要。”一位液化气经
销商对记者说。

（新华社石家庄10月 17日电
记者赵鸿宇 郭杰文 蒋成 于也童）

监管与排除相关隐患仍存哪些难点？第三问

三部门联合行动
捍卫“舌尖上的安全”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记者曹典）
2019年9月至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
国联合开展落实食品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
项行动，捍卫“舌尖上的安全”。

这是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17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的。“四个最严”指“最严谨的标准、最
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据介绍，本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打击发生在校
园及其周边、餐饮聚集区、农贸批发市场、种养殖生
产基地、菜篮子产品主产区、农村和城乡接合部、食
品和副食品批发市场、冷库物流中心等区域的案
件；呈现规模化、组织化、链条化的案件；涉及婴幼
儿食品和药品的案件；利用网络、电商平台、社交
媒体、电视购物栏目等实施的案件；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社会影响恶劣、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等。

专项行动将落实“处罚到人”，对违法犯罪企
业及其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等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追
责，实行从业禁止、终身禁业。

此外，三部门还将适时进行督导检查，确保各
地专项行动有序开展；通过多种方式宣传专项行
动成效，发布典型案例，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开展
普法宣传，普及健康知识。

“虽然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的整体形势有了
明显改善，但是，形势依然严峻，恶性事件时有发
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第四检察
厅厅长郑新俭通报，2018年1月至2019年9月，
全国检察机关以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
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共批捕5299件8401人，起
诉12601件20513人；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
嫌上述罪名案件3259件3669人；监督公安机关
立案1332件155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