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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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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号

海 南 康 乾 颐 丰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399795019H，法定代表人：张治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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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
一稽检通一〔2019〕100026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
〔2019〕1000018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检查人员自2019年8月27日起对
你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
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
向我局提供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计
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联系人：陈先生、王先生；联系电话：0898-66725332；联系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华信路5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
局408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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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号

海 南 庞 恒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MA5RGG6858，法定代表人：史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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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
一稽检通一〔2019〕1000108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
〔2019〕1000054 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检查人员自2019年5月27日起对
你公司自2017年4月19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
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
向我局提供2017年4月19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
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联系人：林先生、葛先生；联系电话：0898-66770306；联系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717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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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号

海 南 聚 修 谈 汽 车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MA5T467Y3U，法定代表人：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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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税一
稽检通一〔2019〕1000210 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税一稽通
〔2019〕1000056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
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检查人员自2019年10月25日起对你
公司自2018年5月4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
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我
局提供2018年5月4日至2019年5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及
其他纳税资料，同时请你公司提供2018年5月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
一发票存根联。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

联系人：林先生、葛先生；联系电话：0898-66770306；联系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华信路5号税务大厦717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19年10月30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48-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琼A23007海狮JTFSX23P
中型普通客车，挂牌价格为105967元。公告期：2019年10月
30日至2019年11月12日 ，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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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hainan.gov.cn/
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
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34黄小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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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女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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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
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竞买（失信被执行人
不得参与本次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
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买咨询
及报名期限：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
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9年10
月30日至2019年11月27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自然资源
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
口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为2019年11月27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
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9
年11月27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9年11月19日8时00分至2019年
11月29日9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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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29日9时00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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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
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按照签订的《成交确认书》约定与
入市主体签订《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按出让合
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根据文规函﹝2018﹞842号文，该宗地
属商服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要符合当地建设风貌，并报文昌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批准的
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内完成项目的投
资建设。不按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以及不履行《文
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报经文昌市人
民政府批准后，按该合同约定，退还除该合同约定的定金以外的全部或
部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不计利息），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

权；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1年不满2年的，参照国有闲置土地的
处置规定，依法收缴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2年且未开工建设的，无偿
收回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三）出让价款缴纳：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
20个工作日内签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付清全部
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订
生效之日起30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付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四）本次出让宗地
按现状条件出让，竞买人应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
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意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
切风险和责任。（五）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重新出具文集
建试（2018）-26号地块拟建项目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的投
资强度不低于450万元/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5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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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得人在签订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
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六）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规
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批手续，方可动工
建设。（七）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
执行。（八）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八、联系
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人：黄女士 李先生 张女士。联系
电话：0898-63330100 65303602 32855875。查询网址：http:
//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
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0月30日

出让人
东郊镇码头
村民委员会
福田村民小
组

地块编号

文 集 建 试
（2018）-26号

地块位置

东郊镇龙东旅游
快速干道南侧福
田村田尾园地段

面 积

3725.09 平 方 米
（折合5.588亩）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5
建筑密度≤50%
绿地率≥20%
建筑限高≤4层

土地用途

旅馆用地
（商 服 用
地）

挂牌出让起始价（万元)

340.8457
(折合91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205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19〕第12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
准，出让人决定将壹宗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记者
肖世尧 公兵）中国足协29日公布了
新一期的25人男足国家队集训名单，
以备战与叙利亚队的2022年卡塔尔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预赛阶段（四十
强赛）比赛。

新一期集训名单中，27日被广
州恒大淘宝队任命代为球队执行主
教练的老将郑智在列。作为大名单

中唯一在海外效力的球员，武磊将应
征召从西班牙驰援国家队。归化球
员艾克森、李可均再次进入名单。山
东鲁能泰山队刘彬彬时隔四年重返
国家队。

据介绍，中国男足将于11月3日
在广州集结组织集训。11月14日，
目前排名小组第二的中国队将在客场
挑战小组领头羊叙利亚队。

据新华社东京10月29日电（记
者梁赛玉 彭纯）第32届东京国际电
影节中国电影周活动29日在东京闭
幕并举行“金鹤奖”颁奖仪式。《中国机
长》《送我上青云》《西厢记》等多部中
国电影获奖，张涵予和姚晨分获最佳

男女演员奖。
本次中国电影周期间展映了10

部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中国电影作
品，包括《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
球》《烈火英雄》等，希望日本观众更加
了解变化中的中国。

海南电竞争霸赛海口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两天激烈角逐，

600多名玩家参加的“爱力游杯”海南电竞争霸赛
日前在海口日月广场万达影城结束。最终，韩舒
展、王珊珊、岑明珠和陈园芳获得前4名。

该项赛事由省旅文厅指导，省电子竞技运动
协会支持。

本报讯（记者良子 特约记者宋
洪涛）禁毒题材电影《无毒岛2》日前
在海口假日海滩开机。

《无毒岛2》由于震、张译文主演，
杨玉川任编剧兼导演，孟振任动作导
演。该片将继续展示海南禁毒三年大
会战成果，再现一线公安民警的英勇

事迹，彰显海南打造无毒岛的决心，展
示海南禁毒民警的英勇形象。

据悉，该片是《无毒岛1》之后又
一部海南缉毒题材电影。由省委宣传
部指导，省公安厅联合摄制，省禁毒办
支持，海南时代风采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承制。

省青少年帆船帆板锦标赛扬帆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王黎刚）2019

年海南省青少年帆船帆板锦标赛10月29日在海
口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扬帆起航。

本次锦标赛设帆板男/女RS：X级、帆板男/女
T293级专业组和公开组，帆船男子激光级、帆船女
子激光雷迪尔级专业组，帆船OP级。其中，帆板
专业组竞赛时间为10月29日至11月3日，帆船专
业组竞赛时间为10月31日至11月6日，帆板公开
组、帆船OP级竞赛时间为11月1日至11月3日。
来自海口、三亚、琼海、定安、琼中、乐东、保亭、白沙
等市县的代表队近百名人参赛。

本次比赛由省旅文厅、省教育厅主办。

保梅岭自行车挑战赛周六开赛
本报石碌10月29日电（记者林书喜 通讯员

李德乾）首届保梅岭自行车爬坡挑战赛暨海南国际
旅游岛自行车联赛（昌江站）将于11月2日举行。

据悉，挑战赛起点设在石碌镇保梅岭森林公
园大门口，终点设在保梅岭观景台，全程8.3千
米，海拔爬升576米，平均坡度7.7%。赛事共设
男子公开组、男子40岁以上组、女子公开组、男子
少年组和女子少年组，运动员人数为300人。

国足公布25人集训名单
郑智、武磊在列

电影《无毒岛2》海口开拍 2019深圳WTA年终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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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口号：久久不见久久见
英文口号：see ya in sanya

三亚亚沙会口号

本报海口10月29日讯（记者王
玉洁 陈蔚林）10月29日上午，“乡村
振兴·教育先行”——海南省2019“天
涯海角杯”乡村少儿书画艺术展在省
博物馆开展。即日起至11月5日，市
民游客可到省博二楼观展。

据了解，该展得到全省各市县团
委和乡村学校积极响应，共有158所
乡村学校的1000多名爱好书画艺术

的孩子踊跃投稿，共收到书法、美术、
手工艺等类型作品1026件。

此外，团省委、省青少年希望基金
会、省青少年活动中心、省博物馆等单
位特别邀请省内知名艺术家组成评委
会从中评出了291件获奖作品。

该展得到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支持，该公司为艺术展捐赠
16万元，支持乡村学校文化艺术教育。

海南乡村少儿书画展省博开展

东京电影节中国电影周金鹤奖揭晓

10月29日，2019深
圳WTA年终总决赛第三
个比赛日双打比赛中，张
帅（中国）/斯托瑟（澳大利
亚）组合以2：1战胜东布罗
夫斯基（加拿大）/徐一璠
（中国）组合，赢得WTA总
决赛首胜。图为张帅（右）
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张帅/斯托瑟组合
赢得WTA首胜

上海上港：颜骏凌

广州恒大淘宝：郑 智、曾 诚、张琳芃、艾克森、徐 新、韦世豪

山东鲁能泰山：王大雷、蒿俊闵、郑 铮、刘彬彬、刘 洋

北京中赫国安：池忠国、王 刚、张稀哲、李 磊、李 可、王子铭

江苏苏宁：吴 曦、吉 翔

集训名单如下

上海绿地申花：朱辰杰

天津天海：杨 旭

天津泰达：木热合买提江、杨 帆

西班牙西班牙人：武 磊

制图/王凤龙

据新华社深圳 10 月 29 日电
（记者荆淮侨）2019深圳WTA年终
总决赛29日上演单打好戏，替补出
战的博滕斯一度连下八局，以黑马
之姿逆转战胜现世界排名第一的巴
蒂，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出线的希望。

由于大坂直美因伤退赛，博滕
斯得以补位参赛。如果她能在两场
小组赛获得全胜，仍有晋级机会。
面对状态正佳的巴蒂，博滕斯本场
也拼尽了全力。第一盘，还没适应
节奏的博滕斯很快被巴蒂以6：3拿

下。次盘，博滕斯又在第三局和第
五局先后遭到破发。被逼入绝境的
她选择放手一搏，接连两次回破加
两次保发，回敬了一盘6：3。

这种火热的状态也持续到了决
胜盘，博滕斯开局即连破对手发球
局，取得4：0的领先。已连失8局
的巴蒂陷入被动，展开逆境反扑，将
比分追至3：4。但好景不长，随着
她在第十局的一次回球失误，博滕
斯顺利拿下第三盘，并以总成绩3：
6、6：3、6：4完成大逆转。

替补选手博滕斯战胜世界第一巴蒂

博滕斯获胜后庆祝。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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