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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2005年12月29
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
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税条例》。由此，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一
个在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1958年6月3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96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
逐步突出，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90
年中央开始抓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起，农民减
负和农村税费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90年到1999年，中央着重解决国
家税收之外对农民的各种收费、罚款和摊派
问题。1998年10月，国务院成立农村税费
改革工作小组，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由治乱
减负适时地转向税费改革做准备。

进入新世纪，税费改革开始按照“减轻、规
范、稳定”的目标进行试点。2003年，全国所有省
区市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中央财政
用于农村税费改革的转移支付达到305亿元。

从2004年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进入新的
阶段，中央明确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目标。
国务院开始在全国降低农业税税率，还选择
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试点，
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

2005年，又全面取消牧业税。当年上半
年，已有27个省区市决定全部免征农业税，另
外4个省区市中的多数县市免除了农业税。

农业税的取消，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
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又一次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废除农业税

广告

根据《文昌市国有企业改革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同意文昌

市海藻养殖场实行关闭改革立项的复函》(文国资函[2019]1号)，

文昌市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依法成立文昌市海藻养殖场清算

和职工安置工作组对文昌市海藻养殖场进行清算安置职工，文昌

市海藻养殖场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12月31日前向文昌市海藻

养殖场清算和职工安置工作组(通讯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

清 澜 墟 文 昌 市 海 藻 养 殖 场 ，邮 编:571338，联 系 人 ：张 良

13976362228)申报债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

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逾期不申报，视为放弃债权，文昌市海

藻养殖场清算和职工安置工作组将不予受理债权登记。

特此公告
文昌市海藻养殖场清算和职工安置工作组

2019年11月15日

申报文昌市海藻养殖场债权公告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分两次对 VOLTE(高

清语音) 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手机 VOLTE(高清语音)

业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具体优化时间如下：

u 第一次：2019年11月16日0:00－6:00；

u 第二次：2019年11月19日0:00－6:00；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 年 11月 15

日、11月20日（00:00－06:00）分别对IMS系统进行优化。

届时，接在IMS的用户小交换机固网通信业务使用将受短时

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1HN018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打包转让海巡11101、海巡11102两

艘报废船艇，挂牌价118186元。公告期为：2019年11月15日

至2019年1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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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w.hainan.gov.cn/gg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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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07麦先生、66558023李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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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公 告 （2018）琼0107执1533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符阳(原申请执行人吴英锋)与被执行人海南万
瑞尚成实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
24日作出(2018)琼0107执1533号之四执行裁定书，查封登记在被
执行人海南万瑞尚成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镇新大洲
大道487号“万瑞尚成”2单元602房、2单元901房【预售许可证号:
[2014]海房预字(0111)号】。

因被执行人海南万瑞尚成实业有限公司未主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上述查封的房产进行处置。如对上述查
封的房产有异议者，须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持相关证据材料
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二O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关于《琼海市博鳌海滨旅游区、博鳌滨海
风情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的公示

《琼海市博鳌海滨旅游区、博鳌滨海风情小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已编制完成，规划区涵盖博鳌海滨旅游区、博鳌滨海风情小
镇两个部分，范围北起潭门港，南至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东起
南海潮水位，西至博鳌镇海滨大道西侧约1000米，总面积1719.07公
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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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11月15日至12月14日）。2、公示地点：
琼海市政府门户网（http://qionghai.hainan.gov.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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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关于
谨防网络贷款诈骗的声明和提示

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名义，在
网络和微信上进行网络贷款诈骗，本公司已向海口警方报案并
追究相关机构和个人的刑事责任。本公司（海口邦信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在此郑重声明，本公司从未授权过任何机构或个人
在网络上进行网络贷款，对于任何冒充本公司、公司员工或以
本公司名义进行网络贷款诈骗活动或进行任何其他违法犯罪
活动的，本公司将依法追究相关机构和个人的民事和刑事法律
责任，绝不姑息。同时，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群众提高警惕，谨
防上当受骗。

特此声明和提示！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3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执1033号

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9)海仲
案字第843号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
案执行申请执行人管丽华与被执行人海南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海仲案字第843号裁决内容为：
被申请人海南天德房地产有限公司应自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10日内协助申请人管丽华将位于海口市大同路2号海一物
流中心第一层C区1C10号商品房过户登记至申请人管丽华名
下。根据上述裁决及权利人申请，本院拟将上述涉案房产裁定过
户至管丽华名下，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或者案件当
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提交执行异议及相应证据材料，否则，本院将对上述
财产依法予以处置。特此公告

二○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安华·领秀城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安华·领秀城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甸岛五西路北侧，项目于2017
年通过规划许可，批建总建筑面积为88777.38m2，其中地上建筑面
积65208.59m2，地下建筑面积23568.79m2，现依据建设单位申请，
该项目已取得省市两级住建部门批复，采取装配式建筑设计，根据
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海住建施[2019]175号），该项目装
配率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51129-2017）的要求，采用
装配式建筑建造的为地面以上建筑，给予项目按不超过地上建筑面
积的3%进行奖励。经核算，共计新增奖励建筑面积1939.81m2，同
时项目对设计方案进行以下变更：

一、项目部分经济指标调整（具体详总图指标表）
二、地上停车位调整为140 个，地下停车位调整为 562 个，总车

位数调整为702个。
三、A塔楼由 26 层调整为 27 层，建筑高度由 145.8 调整为

149.09m，C塔楼屋面局部增加一层。
四、裙房商业增加疏散楼梯4部，减少商业电梯1部，A塔办公

取消套内卫生间、平面布局优化，B塔住宅户型优化。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

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11月15日至11月28日）。2、公示
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
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
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
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
联系人：牟妍琰。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5日

海资规〔2019〕11662号

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关于2019华晨宇“火星”演唱会适时道路

交通管制的通告
华晨宇2019火星演唱会将于2019年11月15日、16日、

17日共三天在五源河体育场举行，为了确保华晨宇2019年火

星演唱会期间我市道路交通安全通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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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17:00-23:30；11月

16日 17:00-23:30；11月17日 17:0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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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海路（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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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海口邦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处置

林宇鹏等20户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本金358.73万元、利
息339.90万元、罚息176.77万元以及相关担保权益，债权所在
地为海南省海口市），特发布此公告，具体明细如下：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
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债务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小贷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转让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
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
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5日内。
联系人：吴经理；联系电话：13389855959通讯地址：海口市玉
沙路28号宝发国际大厦二层；邮编：570125；对排斥、阻挠、异
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10－
56763800（东方邦信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特别声明：本公告
不构成一项要约。 2019年11月1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客户名称
林宇鹏
黄华
黄靖
儋州北源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陈忠文
符有松
钟博成
张用杰
汤琼红
吴周科
王红杰
石奇虎
张用杰
刘茂荣
黄舜安
张用强
张香荣
王华荣
李进能
黄梅

合同余额（元）
494,897.99
246,198.04
1,745,697.99
0.00
12,993.41
100,000.00
60,000.00
60,000.00
50,000.00
91,698.81
100,000.00
80,000.00
60,000.00
60,000.00
100,000.00
60,000.00
5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5,822.08
3587308.32

担保方式

抵押

信用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记者罗
沙）记者14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为有效预防和依法惩治高空抛物、坠
物行为，最高法近日印发关于依法妥
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
根据这份意见，对于故意高空抛物
的，根据具体情形按照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
人罪论处，特定情形要从重处罚。

意见规定，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
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
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处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为伤害、
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
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意见明确提出，依法从重惩治高空
抛物犯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从重处罚，一般不得适用缓刑：多次实施
的；经劝阻仍继续实施的；受过刑事处罚
或者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的；在人员密集
场所实施的；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在高空坠物方面，意见规定，过失导
致物品从高空坠落，致人死亡、重伤，符
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百三十五
条规定的，依照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
人重伤罪定罪处罚。在生产、作业中违
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从高空坠落物品，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
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

意见还提出，在民事审判工作中，
人民法院要综合运用民事诉讼证据规
则，最大限度查找确定直接侵权人并依
法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对于物业服务
企业未尽到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造成
建筑物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坠落致
使他人损害的，也要追究其侵权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隐匿、销毁、篡改或者拒
不提供相应证据，导致案件事实难以认
定的，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表示，
人民法院将依法严惩高空抛物行为人，
充分保护受害人，依法公正稳妥审理高
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充分发挥司法
裁判的引领、规范作用，依法明确物业
服务企业责任，推动其进一步加强管
理、改进工作，更好发挥应有作用。

故意高空抛物可按故意杀人罪等论处
最高法印发意见严惩高空抛物、坠物行为

11月14日拍摄的试验现场。
当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器悬停

避障试验在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的地外天体着
陆综合试验场圆满完成，此次试验是我国火星
探测任务首次公开亮相，试验模拟了着陆器在
火星环境下悬停、避障、缓速下降的过程，对其
设计正确性进行了综合验证。 新华社发

我国完成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着陆器悬停避障试验

据新华社迪拜11月14日电（记
者苏小坡）14日晚，2022年世界杯亚
洲区预选赛预赛阶段（四十强赛）A
组的一场关键战役在此间打响，中
国男足在上半场扳平比分后，下半
场因为一粒乌龙球以1：2遗憾负于
小组最强对手叙利亚队，目前在小
组中仅以净胜球优势排在第二位。
中国男足主教练里皮在赛后新闻发
布会上宣布辞职并承担输球责任。

上半场第 18 分钟，叙利亚队
断球后发动反击，10 号马瓦斯在
右路传中，11 号奥马里头球攻门

将球顶入死角！0：1，国足落后。
第29分钟，国足扳平比分，吴曦在
禁区外拦截对手解围球，挑传到
禁区内左侧，武磊插上凌空垫射
破门！1：1，双方战平。

下半场双方互有攻势。第75
分钟，叙利亚队7号赫里宾左路并
无太大威胁的一脚传中，被张琳
芃不慎垫入自家球门！1：2，国足
最终遗憾落败。

本场战罢，中国队 2 胜 1 平 1
负积7分，以净胜球优势领先菲律
宾队排在四十强赛 A 组的第二

位，叙利亚队则以四战全胜积 12
分排名第一。

根据亚足联安排，国足在四十
强赛A组的下一轮比赛定于2020
年3月26日举行，届时国足将在主
场迎战马尔代夫队。

按照规则，四十强赛中8个小组
的小组头名以及4个成绩最好的第
二名将进入下一阶段的十二强赛。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公兵、肖世尧）14日，中国男
足在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四十强赛中客场 1：2不敌叙利亚

队，基本丧失
出 线 主 动 权 。
赛后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队主教练
里皮宣布辞职。

中国足协在其官方
微博上称，中国男足的表
现“令广大球迷倍感失望，
中国足协对此深表歉意”。对
于里皮的辞职请求，中国足协

“接受这一辞职请求”，接下来“将
会深刻反思，重组男足国家队，打
好接下来的四十强赛”。

自摆乌龙自断前程，中国男足 憾负叙利亚

里皮：我辞职 足协：我接受

中国队球员艾克森（左）在比赛中。中国队球员张琳芃（左二）在比赛中和叙利亚队球员索马（左三）争顶。 (本栏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里
皮
在
赛
场
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