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新中国峥嵘岁月

中国新闻 2019年10月29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王红卫 美编：王凤龙A11 综合

■■■■■ ■■■■■ ■■■■■

广告

2020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

招生简章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

界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
列。根据招生计划，2020年我校拟招收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161名，其中非全日制136名，全日制25名。专
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9年10月10日-31日每

天9: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或http://
yz.chsi.cn 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
规定为准。3.考试时间：2019年12月22-24日(以网上报名规
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
试：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
www.hainu.edu.cn/mpa 邮箱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
A110室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李秀成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

用（）字第 号]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位于东方市八所镇园
林路南侧，土地面积为238.85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
实地调查，该宗地原《国有土地使用证》证载面积442平方米，因
市园林路（西段）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宗地面积被征收203.15平
方米，现实测面积238.85平方米，因实地现状有所变动，按现坐
标和尺寸来出图。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小路，南至吉义欣，西至周
天宇，北至园林西路。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调查确权岗，逾期未提
出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28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张德汉（已逝，现已公证继承郑心芬）持有的《宅

基地使用证》[证号：东建证字232号]补档地籍调查事宜。该宗地
位于东方市政法路南（现永安路），土地面积为116平方米，土地用
途为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原《宅基地使用证》证载面积
136平方米，因市政府南侧规划路用地建设需要，宗地面积被征收
20平方米，现实测剩余面积116平方米，因实地现状有所变动，按
现坐标和尺寸来出图。该宗地四至为：东至黄桂尾，南至市政府
南路，西至杨子政，北至六米路。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自
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调查确权岗，逾期未提出
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28日

关于终止福建鹏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
对外进行民事活动的声明

经福建鹏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自公告之日
起，终止福建鹏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及负责人赵
文夏代表公司对外进行经营、建设等一切民事活动。自公告之日
起，与福建鹏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相关的融资贷款、受让债务、
项目开发、合作、收取工程保证金、工程计量、参与诉讼等民事行为，
必须经福建鹏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相应书面法律文件方
为有效，否则福建鹏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不予认可、不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协议相对方自行承担。

特此声明
福建鹏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9日

海南恒丰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CM
BN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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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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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于2018年08月02日至2019年
5月30日对你单位2016年04月28日至2017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
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一、违法事实。1、你公司取得虚
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3份，金额1,151,848.29元，税额195,814.21
元，价税合计1,347,662.50元；进销双方均已失联，上游企业主管税务
机关无法提供发票存根联货物品名信息，导致进销货物品名无法比对，
物流情况无法核实；大部分货款未支付（应付金额1,347,662.50元，实
付金额188,030.00元）。综合上述情况，认定你公司以不符合规定的抵
扣凭证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195,814.21元（其中2016年7月抵扣
84,700.33元，2017年4月抵扣53,474.43元，5月抵扣57,639.45元），
逃避缴纳增值税。2、经检查实地核实，你公司未在工商登记、税务登记
的生产经营地址实际经营，并无实际生产加工能力，企业处于“失联”状
态，已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管理。你公司向其他公司开具的
合计72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在增值税电子底账系统中查询到的发
票存根联货物名称与去下游企业外调取得的发票联货物名称不一致；

购进的货物名称中，绝大部分为白砂糖、赤砂糖等糖类商品，销售货物名
称却大部分为药品、保健品等，购进货物并不能直接生产其销售的货物，
购进、销售货物名称严重背离。因此，认定你公司在无实际经营交易证据
的情况下向上述五家公司虚开与实际业务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
724份，金额68,258,684.40元，税额11,603,973.60元，价税合计79,
862,658.00元。二、处理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第538号）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
条之规定，对该公司取得虚开的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抵扣进项税
额，应做转出处理，2016年7月应转出进项税额补交增值税84,700.33
元，2017年4月应转出进项税额补交增值税53,474.43元，2017年5
月应转出进项税额补交增值税57,639.45元，并依法加收滞纳金。

综上,你单位应补交增值税195,814.21元。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
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
金缴纳入库，并进行相关账务及申报调整。逾期未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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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同我局在纳税
上有争议，应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照本决定缴纳税款及滞
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
局申请行政复议。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办公楼706室，联系人：文先生，联
系电话：66969171

2019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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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号

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澄自然资告字〔2019〕17号

二、竞买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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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
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
挂牌出让：1.在澄迈县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的行为，并未及时改
正的；2.在澄迈县范围内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
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三）本次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
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9年11月4日至
2019年11月27日下午17时前（北京时间，下同）到澄迈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三楼土地交易所（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
窗口）查询和领取《澄迈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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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申请人应缴交
竞买保证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1月27日下午
17时前（以实际到账为准）。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符合申请条件的，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 11 月27日
下午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一）挂牌起始时间：2019年11月19日
上午8:30。（二）挂牌截止时间：2019年11月29日上午11:00。（三）受
理挂牌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和下午14:30至 17:30（工作
日）。（四）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本次挂牌出让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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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事项：（一）该地块用地征收工作已完成，土地权属清晰。
澄迈县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收回国有土地补偿协议书》，
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补偿到
位。目前该宗地的地上附着物已清表（地上建筑物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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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周
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

工，具备净地出让的条件。（二）该宗地块建筑间距满足国家、海南省的
相关规定。项目建设符合环保和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对是否建设装配
式建筑没有硬性要求。该宗地块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项目建设前须
按规定组织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采取措施防治地质灾害。（三）项目
达产时投资强度不低于6000万元/公顷（400万元/亩）。该宗地在挂
牌成交后，竞得人须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与
澄迈县商务局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将上述用地控
制指标写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严格按照准入协议约定
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四）该宗地现有地上
建筑物5295.9平方米(评估价值为455.8576万元)，地上建筑物连同土
地使用权一并挂牌出让,竞得人需在缴付土地出让金的同时另支付地
上建筑物价款455.8576万元，地上建筑物由竞得者自行完善手续。
（五）竞买申请人在竞买报名时须缴交竞买土地保证金999万元、地上
建筑物保证金455.8576万元，挂牌成交当天，由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与竞得人签订成交确认书，成交标的物包括土地使用权以及该宗
地上建筑物，并在10个工作日内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定金为成交价的10%,抵作土地出让价款。竞买保证金在合同生
效后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土地出让价款, 受让人应当在合同生效之
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价款。竞得人应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
个工作日内到澄迈县国资局办理地上建筑物移交手续，地上建筑物保
证金转入澄迈县国资局指定账户。（六）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
严格按照规划设计要求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进
行开发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设计施工的，应
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七）
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挂牌交易服务费按有关规定收取。（八）本公
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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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徐先生
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
电话：0898-67629310、67629052

澄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29日

地块编号

2712- 201639

位置
海南省澄迈县海南欧洲
风情小镇范围内

面积(公顷)

0.7526

使用年限

40年

用途
商务金融
用地

容积率

≤1.0
建筑密度

≤35%
建筑高度

≤20米
绿地率

≧30%
起始价(万元)

999

保证金(万元)

999

备注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91115期）

受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第二次公开拍
卖：昌江县昌化镇456.72m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昌国用（2000）字
第昌化0020号]及地上附着物建筑面积456.72m2，土地用途:商业，
参考价：人民币75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8万元。

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9年11月15日上午10:30。2、拍卖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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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的
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1月14日16
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9年11月14日16时前到账为
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开户
行 ：昌 江 黎 族 自 治 县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账 号 ：
1010928190001902。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1）昌执字第84-
1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7、标的情况说明：
标的按现状拍卖，土地为行政划拨用地，并有租赁，房产未办理房屋
所有权证，土地、房产属限购政策调整，不协调过户问题，相关税费按
法律规定缴纳。

拍卖机构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座2层
联系电话：68529777 13976111340
法院监督电话：0898-26692612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8）琼0107执1683号之一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口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琼山鸿利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于2019年10月25日作出（2018）琼0107执1683号之
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被执行人琼山鸿利实业开发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海南省澄迈县美亭乡海榆西线48公里处南侧面
积33173.33m2的土地[土地证号：美亭国用（1996）字第
014号]上建造的全部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如
对上述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有异议者，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甘肃定西农村妇女手工缝出的刺
绣，成了游客争相抢购的“网红”文创
产品；陕北汉子每天打起腰鼓，用演出
费撑起了整个家庭……在我国许多拥
有丰富文化资源的贫困农村，贫困群
众正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一“鼓”
作气，实现摆脱贫困的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既
要扶智也要扶志，既要输血更要造血，
建立造血机制，增强致富内生动力，防
止返贫。

近年来，文化和旅游等部门大力
推进“非遗+扶贫”，发挥文化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让传
承千年的文化遗产为脱贫致富带来新
生机。许多贫困村寨如今正依托祖祖

辈辈传承千年的文化遗产，擦亮文化
“金名片”，闯出了以特色文化造血的
脱贫之路。

走进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畔
的马庄村香包文化大院，一股清香扑
鼻而来，长条展柜上摆放着各色香包，
缝香包的村民们正忙着穿针引线。

香包，是徐州农村地区广为流传
的民俗工艺。每逢传统佳节，当地村
民就会缝制装有中药的香包，赠送亲
友以表达祝福。

马庄是徐州有名的民俗文化村，
马庄香包名声在外。以前，香包只是
村民互赠的小礼物，可随着香包成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潘安湖
旅游业的兴起，马庄香包近年来也成

了游客争相抢购的“网红”纪念品。
2017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马庄村，走进村里的香包制作
室。拿起村民王秀英制作的中药香
包，总书记自己花钱买下一个，笑着说

“我也要捧捧场”。
马庄村党委副书记王侠介绍，马

庄香包的年销售额目前已达600多万
元，缝制香包的村民平均每月可以拿
到2000多元加工费。2018年，马庄
村香包文化大院投入使用，这座占地
2000余平方米的大院集研发、制作、
销售等功能于一体。

“最近我们正与上海几家景区洽
谈合作。”王侠说，相信马庄香包产业
不久后就能再上一个台阶。

小小香包，只是近年来农村特色
文化资源加速转化为真金白银、助力
村民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35
岁的德昂族青年赵腊退虽然只读完初
中，却深谙其中的道理。

会做德昂族酸茶，会跳德昂族水
鼓舞，甚至还作为主角参与国外拍摄
的德昂族纪录片……在云南省芒市三
台山，赵腊退是远近闻名的德昂族文
化“代言人”。

三台山是我国德昂族的主要聚居
区，也因此吸引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学
者前来采风考察。“因为我熟悉情况，
学者们都喜欢找我做向导。”赵腊退
说，酸茶、水鼓舞等德昂族传统文化，

成了专家学者们眼中的“宝贝”。
“我们德昂族人口不多，但文化底

蕴深厚，只是没充分开发起来。”赵腊
退说，在当地政府和专家学者们的支
持下，自己打定主意要把民族文化发
扬光大。

放眼全国，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以其带动百姓就近就业、居家
就业方面的独特优势，成为很多贫困
地区助力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各地
的生动实践证明，非遗更好融入现代
生活，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正
有力推动实现扶贫就业、非遗保护、文
化振兴的多赢。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记
者李自良 庞明广 郎兵兵）

贫困地区擦亮文化“金名片”

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城市轨道
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明确
了地铁客运服务、乘客行为规范等方
面的具体要求，将于2020年4月1日
起施行。办法提出了哪些具体规定？
怎么确保落实？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
司副司长王绣春28日接受了新华社
记者专访。

乘客不得
在地铁内从事营销活动

办法明确，乘客不得在地铁内推
销产品或从事营销活动，乞讨、卖艺及
歌舞表演，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
设备时外放声音等。

“日常出行是现代城市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城市轨道交通是客流密集的
公共场所，需要有相对安静和舒适的环
境。”王绣春表示，营销、乞讨和外放音乐

等活动破坏公共场所秩序，降低乘客出
行体验，特别是在高峰时段，容易引发乘
客纠纷，规定不得从事营销、乞讨和外放
音乐等活动，主要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
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针对不得在列车内进食的规定，王
绣春说，城市轨道交通列车环境密闭、
客流密集，有异味的食物影响空气质
量，气味不宜消散，而且乘客携带高温
食物可能导致烫伤，北京、上海就曾发
生一些高温食物导致乘客烫伤的事件，
因而规定乘客不得在地铁内进食。

“考虑到一些乘客有特殊需要，对
特殊需要的乘客也进行了例外规定，
如婴儿、病人。”王绣春说。

除了上述规定外，办法还明确了
以下乘客行为规范：不得骑行平衡车、
电动车（不包括残疾人助力车）、自行
车，使用滑板、溜冰鞋；不得随地吐痰、
便溺、乱吐口香糖，乱扔果皮、纸屑等

废弃物，躺卧或踩踏座席等。

减少重复安检
提高通行效率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与火
车站、长途客运站、机场衔接的轨道交
通车站越来越多，安检互认的需求随
之增加，也越来越迫切。办法要求，与
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机场等相衔接的
车站，提供的安检场地应为安检互认
提供便利。

王绣春介绍，近年来，各地按照有
关要求，在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实施安
检，对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行起
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安检实施过程
中，也出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与火车
站、长途客运站、机场等相衔接的车站，
乘客需要多次安检，造成了时间和资源
浪费。

“要求与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机
场等相衔接的车站，提供的安检场地
应为安检互认提供便利，主要目的是
减少重复安检，减少资源和时间浪费，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高效和便捷的出
行服务。”王绣春说。

组织开展服务质量评价
确保措施落地

办法要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应统
一标志标识。车站醒目位置应张贴本站
首末班车时间、周边公交换乘信息等。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多、结
构复杂，标志标识有助于乘客快速获取
所需信息，减少乘客滞留。”王绣春说，
要求车站醒目位置张贴本站首末班车
时间、周边公交换乘信息等，能够方便
乘客选择城市轨道交通或者公交出行。

办法还在以下方面作出了规定：

遇节假日、大型活动、恶劣天气以
及衔接火车站或者机场的线路有火
车、飞机大面积晚点的，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主管部门可要求运营单位在保障
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长运营时间；

自动售票机大面积故障时，应增
加人口售票窗口。自动检票机大面积
故障时，应采取人工检票、免检等方
式，引导乘客有序进出站；

列车因故在车站停留时，列车车
门、站台门应处于开启状态，列车和车
站通过广播告知车内、车站乘客等。

王绣春说，办法是从规范运营企业
内部管理的角度作出的要求。为了保
证这些措施能够有效落实，交通运输部
出台了《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评价管
理办法》及配套技术规范，要求行业主
管部门每年组织开展服务质量评价。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记
者魏玉坤）

地铁内不得进食 电子设备不得外放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回应地铁新规

高峡出平湖
1994年12月14日，经过长达数十年论证的

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动工，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
水利水电枢纽工程。

三峡工程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孙中山
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就提到建设三峡工程一
事。20世纪50年代，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毛泽东
为三峡工程和长江水利建设问题，先后6次咨询当
时的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1982年，邓小平在
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
局面的汇报时表示：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蓄水位为150
米的三峡方案。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表决通过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决议。其中，引
人瞩目的是决定修建高程185米的三峡大坝。

三峡工程可以发挥防洪、发电和促进航运事
业发展的作用。其182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和847
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主体工程三
峡大坝全长2309米，坝体混凝土浇筑总量为1600
多万立方米，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
创造了100多项世界之最，以对国家和历史高度
负责的精神，谱写了世界大坝工程史上新的纪录，
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

2006年5月20日，全线浇筑达到185米高度
的三峡大坝建成。自此，气势雄伟的三峡大坝矗
立西陵峡谷，毛泽东“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
雨，高峡出平湖”的伟大预言终于成为现实。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10月28日，RX4E飞机首飞前滑向跑道。
当日上午，随着一阵轰鸣声，我国自主研制

的首架四座电动飞机RX4E冲破风雨，在辽宁沈
阳财湖机场首飞成功。

四座电动飞机RX4E翼展13.5米，机长8.4
米，起飞重量达1200公斤，续航时间1.5小时，航
程300千米。后续随着电池储能技术的发展，航
时航程可进一步提升。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国内首架四座电动飞机首飞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