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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华建实业有限公司
土地、房屋公开招租公告
现海南华建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海口市金垦路21号

部分土地（使用权），房屋（老厂房、车间、仓库）分别对外

公开招租，租期1年，详情请来电咨询, 联系方式：海口

市金垦路21号，联系电话：甘先生13907551213、杨先

生13006080157，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12月2日。

海南华建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6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5)龙执字第669号

本院将于2019年12月21日10时至2019年12月22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海南
海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国贸大道24号海涯国
际 大 厦 1404 房 ( 房 屋 所 有 权 证 号: HK067725) ，起 拍 价:
1880000 元，竞买保证金:188000 元，叫价幅度5000元:有意竞
买者请于2019年12月21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详见本案淘宝网公告内容。

特别说明: (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 (2) 过户的税、费均由
买受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

咨询电话:0898 -66713961 (文助理)
法院监督电话:0898- 66713323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月11月26

日23:00-27日06:00对总机服务VPN平台系统进行优化

升级。届时，全省总机服务VPN用户使用将受短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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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26日

2019年（第20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艺术演艺周
2019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大型民族音乐会《乐起新海南》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中央民族乐团
演出时间：2019年12月6、7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东方环球大剧院（海口市滨海

大道25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68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70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720元）

售票时间：2019年11月26日至12月7日
售 票：大麦网APP或大麦网购票链接

丝路之旅音乐会《弦歌逐梦》
——依琴瑟而咏歌，追逐伟大中国梦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文化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中央民族歌舞团
演出时间：2019年12月4、5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520元）

乙等70元（政府补贴54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56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9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2019年（第20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艺术演艺周
2019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关于确保担保资产稳定的公告
公告人:苏宏永、黄跃柳、吕青山、黄跃言、陈金望糸

海南寅鼎实业有限公司的原股东，暨海南寅鼎实业有限
公司向金融机构巨额贷款的担保人，公告人于2019年
11月24日收到金融机构的确保担保财产不准转移的函
件，为了履行担保义务 ，在没有完成金融机构的还款付
息或减除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和依约支付股权款前，海南
寅鼎实业有限公司的公章由公告人保管和法定代表人不
得更换，特此公告。

公告人：苏宏永、黄跃柳、吕青山、黄跃言、陈金望
海南寅鼎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4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1HN0191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东方洋开发区第68小区别墅、综合
楼进行公开打包整体招租，房产面积1564.47平方米，其中别墅建
筑面积为453.18平方米、综合楼面积为1111.29平方米，租期5
年，挂牌底价为294940元/年。公告期：2019年11月26日-2019
年12月9 日。对竞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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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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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
士0898-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1月26日

虚开发票、骗取出口退税严重危害税收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侵
蚀国家税基。当前，国家税务总局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国家税务总
局海南省税务局、海南省公安厅、海口海关、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
支行按照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部署和人民银行四部委的部署
联合开展打击虚开发票、骗取出口退税违法犯罪两年专项行动工作，
严厉查处了一批虚开骗税团伙企业，依法严惩了涉案企业和犯罪分
子，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本着宽严相济、教育与惩罚相结合的原
则，现号召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通告如下：

一、实施虚开、骗税违法犯罪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
罪活动，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06月30日前，向打击虚开骗
税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依法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联系电话：0898-66509344、0898-66509346
邮箱：hnswzs2019@163.com
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
二、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专项斗争，检举揭发涉税违法犯

罪线索。对打击工作有功的群众，依据《检举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奖
励暂行办法》予以奖励；窝藏、包庇犯罪嫌疑人或者帮助毁灭、伪造证
据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举报电话：0898-12366 举报邮箱：hnswzs2019@163.com 举
报信件邮寄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海南省税务局稽查局

三、法律法规依据及具体规定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

（二）虚开发票违法行为是指以下行为：一是为他人、为自己开具

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是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
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是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
符的发票。

（三）虚开发票违法行为承担的法律后果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
任。主要为：一是行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
三十七条的规定，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虚开发票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
法所得；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
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
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
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四）主动投案认定及处理原则：一是涉嫌虚开、骗税违法犯罪
人员的亲友应当积极规劝其尽快投案自首，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
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
自动投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以自首论。二是涉嫌虚开、
骗税违法犯罪人员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
实的；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协助司法机
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应当认定为立功表现，
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或
者免除处罚。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海南省公安厅、海口海关、中国人民
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国家税务总局驻广州稽查局 2019年11月26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海南省公安厅、海口海关、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国家税务总局驻广州稽查局

关于敦促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及鼓励群众举报的通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协议出让更正公告

我局于2019年11月21日在《海南日报》A07版刊登了《文昌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计划公示》（文土告字〔2019〕25

号）。将原公示主要规划指标中“建筑密度≤20%，绿化率≥40%，文

物古迹控制范围线以内建筑限高小于10米，以外小于5米”更正为

“建筑密度≤30%，绿地率≥40%，文物古迹控制范围线以内建筑限

高小于10米，以外小于15米”。原公示其他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26日

高空抛物入刑引发关注

拦住“天降横祸”，我们还有哪些招？
百姓话题

受冷空气影响

本周琼岛或现
15℃以下低温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记者郭萃 通讯员
袁迎蕾 翁小芳）海南日报记者11月25日上午从
海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受两股冷空气
影响，海南岛气温明显下降；前期琼岛东北半部地
区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

预计11月25日白天，全岛多云，最高气温
28℃-32℃。

预计25日夜间-26日，受冷空气和偏东急流
共同影响，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到
暴雨，其余地区多云间阴天。最高气温五指山以
北地区21℃-24℃，五指山以南地区26℃-28℃；
最低气温西北部和内陆地区16℃-19℃，其余地
区20℃-23℃。

预计27日，冷空气减弱，海南岛东部和中部
地区有小阵雨，气温有所回升。

预计28日-12月1日，受新一股冷空气补充
影响，海南岛东北半部地区阴天有阵雨，其余地区
多云间阴天。最高气温五指山以北地区21℃-
24℃，五指山以南地区25℃-28℃；最低气温逐
日下降，30日夜间起西北部和内陆地区可降至
13℃-15℃，其余地区16℃-19℃。

陵水推出税银合作办税
农信社试点代开发票

本报讯（记者王培琳 通讯员伍鸿辉 彭慧
敏）11月21日上午9时，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信社
椰林信用社成功代开出第一张增值税普通发票，
标志着陵水税务局委托农信社代征税款、代开增
值税普通发票工作顺利启动。

陵水椰林镇王女士在家门口的农信社网点填
好申请表后，很快就开好了一张增值税普通发票，
她兴高采烈地说：“以后不用再跑去税务局了，在
家门口就能开出发票，既省心更省力。”

据介绍，陵水税务局自11月21日起，试点在
陵水县农信社椰林信用社为纳税人提供代开增值
税普通发票的服务，后续还将新增4个农信社乡
镇营业网点。纳税人可根据需要就近选择农信社
网点进行办理，多渠道办税将更加方便快捷。

陵水税务局与农信社开展合作办税，旨在借
助农信社点多面广的综合服务优势，延伸服务触
角，进一步降低征纳成本，强化零散税收征管，提
高纳税人办事效率。

今年以来，陵水税务局相继推出契税微信申
报缴纳、电子税务局等多项创新服务举措，有效避
免纳税人“多处跑、多处办、时间长”的现象。

■ 本报记者 习霁鸿

天降饮料罐、天降水果核、
天降快递盒、甚至天降菜刀和
灭火器……城市高层住宅楼鳞
次栉比，高空抛物事件屡见不
鲜，查不到、管不了、易反弹的
特性，让其成了“悬在城市上空
的痛。”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对于故意高
空抛物的，根据具体情形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
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论处，
特定情形要从严处罚。

法律出手，拦下高空中的
“毒手”，让市民纷纷点赞。

近年来，高空抛物事件屡见报端。
最高法研究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
到2018年，全国法院审结的高空抛物
坠物民事案件有1200多件，其中近三
成造成了人身损害；受理的31件刑事案
件中，约五成造成被害人死亡。

今年11月 19日，海口一名12
岁学生途径一幼儿园时，被园内儿

童扔下的花盆砸伤，头部缝了8针。
6月14日，海口的一名外卖快递

员途经桫椤湾娱乐艺术风情街时，被
高处的一块木板砸中头部，当场晕倒。

2018年 10月 21日，海口锦地
翰城小区，楼上住户往下丢烟头，点
燃了楼下住户阳台上的拖把，引发
火灾……

放眼全国，高空抛物造成的悲
剧同样令人唏嘘。7月2日，在贵州
贵阳，一名女性在小区内被楼上一
10岁儿童抛下的灭火器砸中头部，
抢救无效身亡。6月19日，在江苏
南京，一名10岁女童被楼上8岁男
童高空抛下的物品砸伤，伤势严重。

高层的随手一抛，就有可能造

成楼下的人亡之祸。有数据表明：
一个鸡蛋从8楼抛下，可砸破人的头
皮。一个空易拉罐从15楼抛下可砸
破头骨。一枚4厘米长的铁钉从18
楼抛下，可能会插入行人颅骨。一
个20克的麻将牌从20楼掉落可致
人骨折。一块巴掌大小的西瓜皮从
25楼掉下若击中头部可致人死亡。

“高空抛物入刑后，根据行为人高
空抛物的主观意识（故意或过失），将
承担不同程度的刑事责任，同时还应
向受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海南威

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倩解读道。

“这种自己没素
质却伤及无辜的行
为就该入刑！”在走
访中，海南日报记者

发现市民对高空抛物行为大多深恶痛
绝，而对于《意见》的出台均交口称赞。

“国家确实应该认真管管。”海口
琼山区凤翔花园小区业主彭女士对高
空抛物入刑十分支持，“前阵子，我亲
眼看到有人从楼上丢了一把坏掉的扫
把下来。虽然扫把不重，但从那么高
的地方扔下来，砸到人也不得了。”

“很多人都不够自觉，心存侥幸，
由法律来约束，肯定能好很多。”家住

海口市琼山区兴丹路德盛华庭的市民
符先生当上父亲不久，常带宝宝在小
区内玩耍，却因为高空抛物而“每天都
提心吊胆”。

赵先生在海口龙华区碧湖家园已
经居住长达10年。他表示虽然极少
碰到“杀伤性武器”，但确实曾在草坪
里看见过高空抛下的使用过的个人卫
生用品，“特别影响小区环境和其他业
主的心情。”赵先生相信，高空抛物入

刑后，将对这类“轻抛物”行为也会产
生威慑作用。

对于这一规定，大多物业公司
也表示支持。“我们没有执法权，光
靠物业很难管得住，我们也很无
奈。”碧湖家园物业管理人员说，过
去，碰到高空抛物，业主找物业“评
理”时，受限于权限，物业只能呼吁
大家文明举止，“高空抛物入刑后，
这一类事情应该会减少很多。”

天降之灾 高空抛物频酿祸

法律出手 市民、物业拍手称快

法律之外 如何加强日常防范？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不容侵犯。在入刑
之外，高空抛物的“防

护网”还能怎样扎得更
牢、更密、更紧？

海口市业主委员
会协会会长肖江涛主
张，充分利用科技手段

防范高空抛物、坠
物事件：“目前海口
部分小区已经安装

了高空摄像头，可以识
别出物体是从哪一层、

哪一户抛下来的，让抛下的物体有迹
可循，避免大家心存侥幸，同时也能
从心理上对高空抛物行为起到一定
的威慑作用。”

“在暂时不具备科技手段条件
的小区，可以发动业主的力量，大家
互相监督、留意巡查。”海口美兰区
流水坡社区相关工作人员建议。

“有些小区在一楼外墙墙体上
安装了防护金属网，可以兜住从高
空抛下的或坠落的物体。”家住海口
美兰区中洋花苑的姚女士曾在网络
上看过这种手段，并深以为然。她

还认为，有儿童的家庭还可以考虑
封闭阳台，或安装隐形防盗网，“隐
形防盗网的线比较密，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高空抛物。”

黄倩表示，最根本的还是要“通
过张贴标识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
让高层住户意识到犯罪成本之高，
强化他们避免高空抛物的意识。”

黄倩提醒：“如果因为高空抛物、
坠物致人伤亡，应当在第一时间报警，
确定其性质到底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
导致。”

（本报海口11月25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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