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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911HN019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以下车辆：

公告期为：2019年12月3日至2019年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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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8吴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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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序号

1

车牌号

琼AH3780

厂牌型号

陆地巡洋舰霸道
RZJ12QL-GKPEKV

登记日期

2004.7.27

行驶里程
（公里）

389000

挂牌价
（元）

27000

保证金
（元）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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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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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需提供营业执
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副本，如已办理三证合一
的单位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具备海南省建筑企业诚信档案
手册；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或以上级职称。投标人于 2019年
12月3日至2019年12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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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建筑企业诚信档案
手册、2017年1月1日至今具有招标代理业绩（附代理合同、招
标公告、中标公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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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

中国人民大学海南校友
联谊会2019年会公告

兹定于12月8日（星期天）下午3时在海口新埠岛

诺富特酒店（海口市美兰区新埠街道横沟2街6号）海

口宴会厅举办年会。请各位校友互告周知。

报名联系人：

赵子夫 18976806608

卢家庆 13976393288

中国人民大学海南校友联谊会

2019年11月29日

海南佳好实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394412138，法定
代表人：何炳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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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税二稽检通一〔2019〕1000252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
税二稽通〔2019〕1000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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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派高杰、夏云亮等人，自2019年
12月2日起对你公司2015年1月1日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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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内向我局提供2015年1月1日至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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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条规定处理。

你公司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
的，视同放弃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人：高杰、夏云亮；
联系电话：0898-66969511；
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

二稽查局710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9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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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号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1月7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价

公开拍卖：1、海口市和平大道32号永发小区兴发阁公寓1501房（建筑
面积121.35m2，产权证号：海房字第HK041488号）。参考价：123万
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2、海口市和平大道32号永发小区兴发阁公
寓1502房（建筑面积116.47m2，产权证号：海房字第HK041461号）。
参考价：120万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特别说明：竞买人拟购买上
述房产，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
策；相关过户税费及拖欠的物管、水电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展示时
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1月6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1月6
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汇入我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
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网址：www.hntianyue.com；电
话：68515206 15607579889 王先生；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
南大厦主楼41层

（191203期）

关于《琼海市中原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的公示
《琼海市中原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已编制完成，规划范围包

括琼海市“多规合一”确定的中原镇区开发建设范围（东至东线高速铁
路、西至西线高速公路、北至文琼高速公路以北区域、南至九曲江墟），
以及东线高速公路中原互通西侧两块建设用地，规划总面积为6.69平
方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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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日至12月31日）。2、
公示地点：海南省琼海市政府门户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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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至zy_gjs@qq.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琼海市中原镇人民政
府；地址：琼海市中原镇中兴北路153号，邮编571437；（3）意见或建议
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
议真实有效，便于我镇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
（4）咨询电话：0898-62685641，联系人：黎超群

琼海市中原镇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2日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2 日正式
投产通气。从当日起，来自俄罗斯的
天然气一路奔涌，通过输气管道源源
不断进入中国的工厂、医院、学校、家
庭……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中俄能
源合作的标志性项目，被誉为“中俄
合作的世纪工程”。这条绵延数千公
里的能源大动脉是中国东北方向首

条陆上天然气跨境战略通道，输送的
天然气可供应中国东北、环渤海和长
三角等多个地区，是中俄优势互补、
共谋振兴的一个重大成果。

该管道的建设投产惠及中俄双
方。一方面，它让中国的天然气供
应更加多元、稳定，有利于中国沿线
地区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缓解大气
污染，迎来更多蓝天；另一方面，它

助推俄罗斯能源出口“东进”，擘画
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为俄罗斯远
东相关地区加速基建、创造就业提
供了宝贵机遇。它实实在在地彰
显，互利共赢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核
心关键词。

该管道的投产通气既是中俄能
源合作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更是新的
合作起点。如今，经过中俄高层多次

会晤，双方已商定在油气、电力、煤
炭、核电、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实现上
中下游全方位一体化合作。有理由
期待，中俄将打造出更多像中俄东线
天然气管道这样的拳头项目，为两国
各自发展加油助力，更好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

今年，中俄建交迎来70周年，中
俄关系迈入新时代。双方一致决定，

继续将发展中俄关系作为各自外交
优先方向，坚定不移深化两国战略协
作和各领域合作。在中俄谱写友谊
新篇章的历史节点上，中俄东线天然
气管道的投产通气，让人真切感受到
中俄关系潜力无限、活力无限、前景
无限。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记者
马晓成）

2 日，横跨中俄两国的能源大
动脉——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
产通气。

业内人士表示，中俄东线天然
气管道投产通气，是中俄在能源领
域务实合作的重要成果，有利于将
俄罗斯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有利于带动中俄两国沿线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将进一步改
善我国能源结构，使我国天然气进
口资源更趋多元化，对于保障我国
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起自俄罗
斯东西伯利亚，由布拉戈维申斯克
进入我国黑龙江省黑河。俄罗斯境
内管道全长约3000公里，我国境内
段新建管道3371公里，利用已建管
道1740公里。在我国境内，管道途
经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辽宁、河

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9个省区
市。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将与我国
现有区域输气管网互联互通，向沿
线地区稳定供应天然气资源。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刘毅军表
示：“在我国东北方向，陆上天然气
也有了稳定来源，我国天然气资源
保障能力将得到更大保障，同时还
将加快东北地区区域管网建设进
程。在国际上，中俄东线天然气管
道投产通气，标志着俄气从陆上进
入东北亚市场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
气，在增强我国天然气资源保障能
力的同时，在我国天然气整体流向

“自西向东”的基础上，增加了“北气
南下”流向，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东部
地区的天然气管网布局，与东北管
网系统、陕京系统、西气东输系统互

联互通，共同组成纵贯南北、横跨东
西、连接海外的天然气管网格局，对
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意义重大。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中俄
双方深度融通、合作共赢的成功典
范，实现了俄罗斯丰富资源与我国
广阔市场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带动
两国管道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黑龙江省社
会科学院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
家马友君说。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远
东所）副所长安德烈·奥斯特洛夫斯
基说，近年来，俄中油气领域贸易额
迅速增加。放眼未来，中国经济将
持续发展，俄罗斯准备加大能源出
口力度。

天然气是优质高效、绿色清洁
的低碳能源。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投产通气，对提升东部地区清洁能
源供应量、改善我国大气环境、优化
能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提高人民
生活质量等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中俄东线全线建成后，
每年可向东北、环渤海、长三角地区
稳定供应清洁优质的天然气资源
380亿立方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1.64亿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182万吨，惠及沿线9个省区市4亿
多人口，将有效改善沿线地区大气
质量。

记者从中石油了解到，中俄东
线天然气管道工程以“优质工程”

“绿色工程”为目标，在我国管道建
设史上创下了多项新的纪录：全线
首次全面应用全自动化焊接、全自
动超声波检测、全机械化防腐补口
技术；关键设备和核心控制系统全

面实现国产化；通过“移动端+云计
算+大数据”的体系架构，集成项目
全生命周期数据，实现管道从建设
期到运营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管理，推进我国油气管道建设由
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变。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宜林说，中俄东线天然气
管道投产通气后，将形成多元化气
源供应渠道，进一步优化区域用气
结构，对于增强冬季天然气保供能
力和打赢蓝天保卫战非常重要。下
一步，将进一步强化运营管理，全面
实施安全升级管理，科学优化生产
运行，提高管道巡护质量，大力弘扬
石油精神，全力做好管道安全平稳
高效运行。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记者
刘羊旸、范迎春、王建）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我国天然气进口资源更趋多元化

中俄能源合作新起点

中俄东线天
然气管道起自俄罗

斯东西伯利亚，由布拉
戈维申斯克进入我国
黑龙江省黑河。

俄罗斯境内管道
全长约 3000 公里，我国

境内段新建管道 3371公里，
利用已建管道 1740公里。在我
国境内，管道途经黑龙江、吉
林、内蒙古、辽宁、河北、天
津、山东、江苏、上海 9
个省区市。

中俄东线全线建成
后，每年可向东北、环渤

海、长三角地区稳定供应清
洁优质的天然气资源380亿立方
米，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64 亿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182万吨，惠及沿线9个省
区市4亿多人口。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制图/陈海冰

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黑河首站场区，工作人员从管线旁经过（11月19日摄）。 新华社发

伊拉克国民议会
批准总理辞职

新华社巴格达12月1日电（记者白平）据伊
拉克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国民议会1日在特
别会议上投票批准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辞职。

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援引国民议会议长穆罕默
德·哈布希的话说，议会将根据伊拉克宪法第76
条通知总统提名新总理候选人。

议会批准阿卜杜勒-迈赫迪辞职后，现政府
将成为看守政府，总理和各部部长暂时留任直至
组建新政府。总统在议会最大党团中提名新总理
候选人，该候选人在任职30日内完成组阁，并提
交议会批准。

阿卜杜勒-迈赫迪曾于11月29日表示，他将向
国民议会递交辞呈，以回应伊拉克什叶派最高宗教
领袖西斯塔尼的呼吁和示威者的要求。11月30
日，阿卜杜勒-迈赫迪正式向伊国民议会递交辞呈。

自10月起，伊拉克多地爆发示威抗议活动，
抗议政府腐败、服务不力及高失业率。伊拉克总
统萨利赫10月31日宣布，当局正着手制定新选
举法并改组选举委员会，待相关工作完成后，他将
批准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萨摩亚麻疹疫情持续蔓延
已有53人死亡

据新华社苏瓦12月2日电（记者张永兴）阿
皮亚消息：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的麻疹疫情连日来
持续加剧。萨摩亚政府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过去24小时内该国出现198例新增病例和5例死
亡病例，政府正全力开展疫苗接种等防疫工作。

萨摩亚政府2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该国卫生
部最新统计显示，10月中旬以来，该国已出现
3728例麻疹病例，目前仍住院接受治疗的麻疹患
者总数为183人，大部分为儿童。此次疫情中，已
有53人死亡，其中48人为4岁以下儿童。

除萨摩亚外，南太平洋的斐济、汤加等地也出
现了麻疹疫情。斐济目前已确诊15例麻疹病例，
政府进口了大量麻疹疫苗并呼吁民众尽快接种。

马耳他总理
因记者遇害案将请辞

据新华社瓦莱塔12月1日电（记者袁韵）1日
晚，马耳他总理、执政党工党领袖穆斯卡特通过国
家电视台宣布将于明年1月辞职。此前，穆斯卡特
因本国一名女记者遇害案遭到国内民众抗议。

穆斯卡特通过一段录制的电视讲话宣布这一
决定。他表示，明年1月12日工党将选出新领导
人取代其担任总理，此后他将辞职。

连日来，马耳他国内民众抗议总理办案不力、
涉嫌保护涉案官员，要求总理辞职。穆斯卡特说，
辞职是这个国家目前“需要的”，调查尚未完成，没
有人能凌驾于正义之上。

2017年10月，马耳他知名女记者达夫妮·卡
鲁阿纳·加利齐亚在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中遇害。
遇害前她曾发表过一些政府高层官员涉嫌腐败的
文章。目前警方已逮捕执行那起暗杀行动的3名
男子，但一直没有明确指认幕后主使。

突尼斯一客车坠落山谷
已造成26人死亡

据新华社突尼斯12月1日电（记者黄灵）一
辆旅游客车12月1日在突尼斯西北部地区坠落
山谷，目前已造成26人死亡、16人受伤。

突尼斯内政部1日发表声明说，一辆私人旅
行社的客车当天在突西北部巴杰省山区行驶时失
控冲出金属护栏，坠落山谷。受伤人员已被送往
当地医院。声明说，车上乘客大多是20多岁的突
尼斯年轻人，他们当天从首都突尼斯出发前往巴
杰省一个城市旅游。

突尼斯卫生部1日晚发布消息说，车上人员
已有26人死亡，另有16人在接受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