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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迁坟通告

海南医学院桂林洋校区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

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586225.46平方米（约合879.34

亩）。项目涉及演丰镇村民小组有群祥村、上陈村、中陈村、下

陈村。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建设，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

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各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

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演丰镇周先生:15120963945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2019年10月29日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迁坟通告

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校和国家体育训练南方基地项目用

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范围内，项目用地总面积为

410685.82平方米（约合616.03亩）。项目涉及演丰镇群庄村

委会龙窝村民小组、塔市村委会。该项目近期内将开发建设，

凡在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坟主，自通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各

所属镇国土所办理迁坟登记手续，逾期按无主坟处理。

详情咨询演丰镇周先生:15120963945

美兰区土地征收办公室

2019年10月29日

2019张韶涵〖寓言〗世界巡回演唱会海口站将于2019年11
月2日在五源河体育场举行，为了确保2019张韶涵〖寓言〗世界巡
回演唱会海口站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届时将对五源河体育场周边
路段适时实施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9年11月2日18:00-23:30。
二、管制路段：长滨路与滨海大道交叉口至长滨路与海秀快

速路下匝道交叉口、长滨一街、长滨二街、长滨三街、长滨四街、长
滨五街、长滨一路、长滨二路、长滨三路。

三、注意事项：
(一)在道路交通管制期间，各种车辆驾驶人和行人按照道路

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服从交警指挥管控。
（二）管制期间路段绕行
1、经海秀快速路前往长流方向的车辆建议从长天路匝道口

或长彤路匝道口驶出，选择海榆西线、南海大道绕行。
2、由市区前往滨海大道西沿线方向的车辆，建议选择南海大

道、海榆西线、粤海大道绕行。
四、温馨提示：
凡通过管制路段的车辆和行人必须严格遵从现场执勤民警

的指挥或交通标志指示行驶；由此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印发
2019张韶涵〖寓言〗世界巡回演唱会海口站适时道路交通管制的通告

公 告
为贯彻落实国资委《关于开展中央企业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

专项工作的通知》和《关于统计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和农民工工
资情况的通知》要求，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琼中供电局（以下简称
琼中供电局）进行全面清理民营企业账款。

琼中供电局对民营企业往来款项进行梳理，发现多家企业与我
局尚有债权债务关系。请以下单位于2019年11月5日前安排人员
与我局联系开展对账以及债权债务处理，逾期不办理的视为自动放
弃权利。未办理款项的单位名单如下：

海南省松涛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广东天华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省输变电工程公司、海南嘉鑫电力配网有限公司、湖南省新湘
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宁夏天信建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恒新
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海口泰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海南省水利水电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湖南省湘棋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湖南省湘乡
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海南威特电力设计有限公司、海南泰新成套
电气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康德泰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公 告
为畅通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问题反映

渠道，设立投诉举报服务热线电话：65329532，

65371081。欢迎广大群众对我省农村垃圾清理、

污水治理、禽畜粪污及农业生产废弃物清理、“厕所

革命”、村容村貌等相关问题进行投诉举报和技术

咨询。我们将及时处理相关问题和提供技术服务。

海南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2019年10月28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6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昌化江下游河口段5万吨鹅卵

石，挂牌价 1475000 元。公告期为：2019 年 10 月 29 日至

2019年11月11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

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

//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www.ggzy.hi.gov.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电话：

66558010麦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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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1460100MA5RCMBN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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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琼税二稽罚〔2019〕1000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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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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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事
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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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司虚开与实际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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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决
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之规
定，对你公司取得虚开的1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抵扣进项税
额，其已申报抵扣的进项税额认定为偷税，并处以税款0.5倍的罚
款，其中：2016年 7月罚款 42,350.17 元，2017年 4月罚款 26,
737.22 元，2017 年 5月罚款 28,819.73 元,合计罚款 97,907.12
元。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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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总发[2016]172号）第二条等规定，认定你公司在无实际
经营交易证据的情况下向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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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
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对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的行为处以罚款500,000.00元。

以上应缴罚款共计597,907.12元。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
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
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
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
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
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
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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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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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号

海 南 辉 建 德 贸 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9027MA5RHJCD8D，法定代表人：邵锋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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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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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7年9月27日，你公司虚开24张增值税专用

发票（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02702039-02702062）给深圳
市顺多谦科技有限公司，发票金额合计2,380,090.14元，税额合计
404,615.31元，价税合计2,784,705.45元。2.2017年10月27日，你
公司虚开6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号码
03684932-03684937）给深圳市纳信达科技有限公司，发票金额合计
558,028.33元，税额合计94,864.80元，价税合计652,89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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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对你公司上述虚开发票的行为,拟处
予罚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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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先生 电话：66969513

2019年10月29日

海秀大道66号综合楼、1号住宅楼、2号住宅楼各位住户：
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广东长城建设海南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201257259Y）自2019年3月22日起成
立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并拟向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办理工
商注销手续。经查，海秀大道66号综合楼、1号住宅楼、2号住宅楼的
《房屋所有权证》及与之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尚登记在长城海南
公司名下，请各位住户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10日内向本清算组（林
先生13907599795）提供能够证明各位住户系综合楼、1号住宅楼和
2号住宅楼实际持有者的法院判决文书并及时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否则，本清算组将申请海口中院依法裁定终结长城海南公司的强制
清算程序，并办理长城海南公司的工商注销登记手续，由此产生的法
律后果将由各位住户自行承担。

广东长城建设海南公司清算组
2019年10月28日

公 告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南省烟草公司儋州公司委托，我司定于2019年11月8日

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卖琼C24386尼桑等8辆旧机动车

（清单备索），竞买保证金2000元/辆。

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9年11月6日止

展示地点：海南省儋州市儋州烟草公司停车场

特别说明：1.竞买人需取得海南省小客车增量（更新）指标的证

明文件方可参加竞买；2.车辆过户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过户的税、费

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1月7日下午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

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906室

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网址：www.hnhxpm.net

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招标公告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拟建设的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农场

红旗坡队耕地开垦项目已具备施工、监理招标条件，现拟通过公

开招标方式选择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建设行政

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招标代理乙级或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具有

中级或以上职称。投标人于2019年10月30日至2019年10月31

日17时，由项目负责人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企业营业执

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2017年1月1日至今具有总投资人民币

1000万元（含）以上土地整理项目在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平台代理

业绩（附招标公告、合同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盖章）到澄迈县金江

镇华成路财政大楼5楼报名。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67629558

澄迈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2019年10月29日

美军神秘空天飞机在轨
飞行两年多后返回地球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8日电 美国空军的神
秘空天飞机X-37B于27日成功返回地球，创纪
录地在轨飞行780天。这已是X-37B第五次完
成太空任务，外界对相关任务的真实意图猜测不
断。美国空军部长芭芭拉·巴雷特在一份声明中
说，X-37B继续展示了可重复使用的空天飞机的
重要性，提高了美国的太空能力。

专题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蔡佳倩 美编：王凤龙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月宣传

家庭储药 有备无患

小药箱有两大基本作用：
一是方便治疗常见的小病，比如

偶尔的头疼脑热、皮肤瘙痒、普通感
冒、口腔溃疡等；另一个关键作用是，
在发生烧伤、烫伤、低血糖、心肌梗死
等危机事件中，有药品准备的家庭往
往能够将“灾难”程度降到最低。

如果家中有小孩，因小孩易发生
感冒、咳嗽、消化功能紊乱、外伤等情
况，所以家中应常备感冒口服液、小儿
止咳胶囊、消食片等，以及酒精、止血
纱布、创可贴等外伤应急药品。

要根据家人的身体状况准备一些
应对突发疾病的急救药品，比如家中
有患冠心病心绞痛的老人，应常备有
缓解心绞痛的药品；有患支气管哮喘
的病人，应常备解痉平喘的药品等等。

家庭药箱有哪些基本作用?

家庭药箱为何要个性化? 怎样打理家庭小药箱?

1、药品说明书与药品应同时储存
家庭药箱经常为图方便，把药品包装

盒说明书都扔了，只留一只药瓶，而这是
“储药的大忌”。

首先，对于所有储药的药品，都应在储
存前详细地看说明书，一般药品都会说明
储存在避光、阴凉处，那么储存的时候一定
要遵守说明，这是因为药品在强光、高温、
潮湿条件下，都会加速变质，而有些生物制
剂则注明需储备在冷暗处，那么就要放在

冰箱里冷藏，但不能冷冻。中成药要注意
包装与存放，因为大部分中成药都怕受潮。

其次，药品储存必须保留说明书，
说明书并不是看过就扔的，它上面有较
详细的说明和指导，所以要与药品放在
一起，最好连原包装在一块，不易丢失
弄混。

再次，看清楚生产日期、有效日期及
用量，过期的药品不但功效大跌，毒副作
用也会大大加强，一定严格遵照医嘱和说
明书上的用量，老年人和小孩吃药时也要
注意说明。

2、药箱储存是有条件的
怕潮湿的药品要放在玻璃瓶里，盖紧

瓶盖(有些还要用蜡封)，不宜用纸袋、纸盒
保存。例如：

●酵母片、复方甘草片、浸膏片、含碘
喉片、维生素B片、颠茄片、各种胶囊和糖
衣片遇湿容易变性。

●阿司匹林、淀粉酶、胰酶等片剂吸
潮易变质。

●鱼肝油滴剂氧化后会变红色，维生
素C片氧化后变黄到棕色，氨茶碱吸收空
气中的二氧化碳后变黄色。

●酒精、碘酊(酒)、十滴水等易挥发，
应密闭保存。

●挥发油、香精、双氧水、浓氨水、硝
酸甘油等也应低温保存。

3、家庭药箱应避免安全隐患
药品分门别类存放不易出错，如果

家庭人口多，应把大人、儿童和老人的药
进行分别储存；如果家里有慢性病者就
应专药专柜，除此之外，最好把外用药和
内服药分开；药品不要装在有其他标签
的旧瓶里，以免误服；药箱应放在小孩触
摸不到的高处。

4、家庭药箱定期整理
建议每三个月整理一次药箱。
经常检查药品是否变质，核对药

品有效期，一旦发现有过期药，就应
该马上淘汰。除此，也要注意有效期
内的药品是否发生变质现象，一旦药
品有变质迹象，就应及时扔掉，并补充
新药。

新华社伦敦 10月 28日电 （记
者张代蕾）英国埃塞克斯郡警方28
日发表声明说，日前发生在该郡的
货车惨案涉事司机已于当天出庭
受审。

根据声明，货车司机名为莫里
斯·鲁宾逊，现年25岁，来自英国北
爱尔兰，在23日案发当天即被警方
拘押。他被控39项过失杀人罪以及
共谋贩运人口、协助非法移民偷渡和
洗钱等罪行。

鲁宾逊当天通过视频接受了英
格兰地方法院的庭审。针对他的下
次庭审定于11月 25日在伦敦的中
央刑事法庭举行。

埃塞克斯郡警方27日说，另有
两男一女因涉嫌参与本案被捕，但这
三人目前均已获保释。

埃塞克斯郡警方称，在涉案货
车中发现的 39 具尸体已全部移至
医院进行尸检，警方将通过比对牙
齿、指纹和 DNA 等方式确认死者
身份。

警方还收集整理出受害者衣
物、手机等总计超过 500 件物品。
但核实死者身份的过程依然需要很
长时间，为此警方呼吁知情者提供
线索、协助调查。

埃塞克斯郡警方早些时候曾强
调，遇害者的国籍和身份仍未有定

论，因此呼吁媒体不要无端猜测以
免妨碍和干扰调查。

英 国 警 方 23 日 在 英 格 兰 东
南部埃塞 克斯郡一个 工 业园区
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现 39 具
遗体。

警方说，这辆货车在保加利亚
注册，19日经由威尔士海港城市霍
利黑德入境英国，集装箱则来自比
利时。

新华社巴黎 10月 28日电 （记
者 徐 永 春）据 法 国 媒 体 28 日 报
道，法国加来港执法人员 27 日在
一辆冷藏货车中发现 8 名来自阿

富汗的非法移民，其中包括 4 名
儿童。

报道援引当地检察机关的消
息说，这辆轻型冷藏货车在开上

前往英国的渡轮前，执法人员在
进行口岸检查时，发现这些非法
移民藏身于车厢底部夹层中，夹
层被从外部锁上。该货车还装载

了冷冻鸡肉用于伪装。
据报道，因车厢内温度仅有 7

摄氏度，8 人均有轻微的低体温症
症状，在被发现后被送往医院，并

于当晚出院。
两名罗马尼亚籍司机已被拘

押。目前尚不清楚货车的牌照登
记地点和行驶路线。

法国加来港一冷藏货车内发现8名非法移民

英国货车惨案涉事司机出庭受审
39具尸体已进行尸检，警方将通过比对牙齿、指纹和DNA等方式确认死者身份

➡ 近日，在英国埃塞克斯郡一
个工业园区内，警方封锁现场。

新华社/法新

10月27日，在叙利亚北部城镇阿穆达附近，
库尔德武装正在撤离。叙利亚通讯社当天援引叙
外交部声明报道说，叙库尔德武装已开始向叙土
边界以南30公里外地区撤离。叙政府对库尔德
武装从叙北部撤离表示欢迎。 新华社/美联

叙利亚政府对库尔德武装
从叙北部撤离表示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