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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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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号
海 南 诺 顿 电 气 设 备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91460100MA5RC8HY4H，法定代表人: 郑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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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28号）、《税务事项通
知书》（琼税二稽通〔2019〕10000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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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税二稽检通一〔2019〕10002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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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派王晓萍、梅延锋、罗智等人，自2019年10月9日起
对你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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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税二稽通〔2019〕100004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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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及涉税
相关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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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延锋、王晓萍、罗智；联系电话：0898-
66969516；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705室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9年12月6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2HN0197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文明中路80号铺面等19间房产、商铺及
仓库进行分别招租，公告如下：1、本次招租房产、商铺及仓库分别位于
海口市文明中路、府城宗伯里、秀华路及长生路，其中秀华路2间、长生
路13间。房产面积16.96m2、149.18m2不等。2、本项目招租采用网络
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
个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海南产权交易所网站公告。3、租赁期限
为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4、公告期：
2019年12月6日至2019年12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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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6558038吴
先生、0898-65237542李女士，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6日

1、本项目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交易，意向承租方取得竞租资格
后即可进行自由报价，每个组成标的限时报价开始时间详见交易所网
站公告。2、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租赁
期限为五年。3、公告期：2019年12月6日至2019年12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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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
口，电话：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5237542（李女士），
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2月6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2HN0196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房产进行分别整体招租：

项目名称

海口市海甸五
西路17号101
号铺面
海口市海甸五
西路17号102
号铺面
海口市滨海大
道161-8号秀
英时代广场二
楼880m2商铺

组成

一层

一层

第二层

面积（m2）

32.55

32.55

880

挂牌底价/第
一年租金（元）

54755

285120

保 证 金
（元）

20000

140000

最小加价
幅度(元)

200

400

限时竞价
时间

2019 年
12 月

20 日上
午9：15

2019 年
12 月
20 日 上
午9：30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19)琼01民初631号

海南凤凰机场总公司：
原告海南星鑫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南凤凰机场总

公司、第三人深圳市叁如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9年6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
理。因你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琼01民初63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限海南凤凰机场总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海南星鑫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偿还借款
本金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式:1993年3月11日至2001年
9月20日期间的利息为6637639. 54 元;以借款本金1000万元为基
数，按月利率0. 65%的标准，自2001年9月21日起计付至本息付清
之日止);二、驳回海南星鑫房地产中介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342310.78元，由原告海南星鑫房地产
中介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73504元，由被告海南凤凰机场总公司负担
168806. 7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二○一九年十二月五日

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9年12月17日10时在中拍协在线拍卖

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举行网络拍卖会，公开拍
卖海南省海口、琼海、屯昌、琼中、三亚、文昌、陵水、定安等地市
报废电力物资一批。总保证金为80.5万元，详细标的号、起拍
价、拍卖保证金请登录我司网址：www.hypmh.cn查询。

竞买人报名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注册资本不低于

人民币500万元。2、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3、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应包括“废旧物资（或金属）回收”等相关内容（危险
品除外）。4、持有行业主管部门颁发有效的《再生资源回收经
营者备案登记证明》、《废旧金属收购业备案书》或《经营废旧金
属资格证》。5、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公
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6、银行开户证明。更多具体要求详
见我司网站公告。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12月11日16时前向我司提交
以上资料复印件三份加盖单位公章并检验原件。经审核符合
资质的竞买人，需于2019年12月12日16时前将拍卖保证金
（由竞买人对公账户汇出）汇款至我司指定账户，户名：广东华
友拍卖行有限公司、开户行：兴业银行广州东风支行、账号：
399000100100132115、用途：拍卖保证金。并领取竞买须知
并盖章确认交回我公司，并于拍卖日前2天，登录中拍协在线拍
卖平台（http://paimai.caa123.org.cn），注册并申请参拍。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12月14-16日，详情咨询我司。
资料提交及我司地址：广州市东风中路300号之一金安大

厦6楼。
电话：020-83646189、13802767219邵生、

18928760862（平台注册咨询）
微信：gdhypmh 网址：www.hypmh.cn
公司邮箱：gdhy204618@163.com

广东华友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6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9)琼01破9-2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的申请

于2019年5月22日裁定受理海南(重庆)经济开发总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并由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7日指定海南
天皓律师事务所为海南(重庆)经济开发总公司管理人。海南(重
庆)经济开发总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4月25日前，向海南
(重庆)经济开发总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东方洋路海悦东方商业楼二层；联系电话: 0898-66212010；
传真: 0898- 6621092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南(重
庆)经济开发总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海南(重庆)
经济开发总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原定于2019年12月9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现变
更为2020年5月29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召开。
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
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二0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 告 (2019)琼01执518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范晓蓉与被执行人马强、马兴胜房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在仲裁阶段，申请执行人向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申请
财产保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琼0106财保142号民
事裁定书，查封被执行人马强名下位于海南省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
世贸雅苑 G 座第 19 层 20B2 房(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
HK055576号)的房产。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
义务，本院拟处置上述财产，如对上述财产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
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二O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关于龙珠新城自主改造项目的公告
海口龙珠新城住宅区4栋401号房等46位业主：

经龙珠新城住宅区1-18栋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
且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申请自主改造，并在改造范围内现场公告，
已确定由中海地产作为龙珠新城自主改造项目的开发建设主体，同时推
选11名业主作为代表。现海口市龙华区政府已正式成立“海口市龙华区
龙珠新城自主改造项目工作协调小组”，协调推动本项目自主改造。

因无法与4栋401号房等46户房屋所有权人取得联系，现将本项目
情况公告如下：1、“龙珠新城”自主改造范围：以2011年海口市金贸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中划定的G11地块坐标范围为限，针对的是龙珠新城住宅
区地上1-18栋的房屋拆除还建。2、自主改造模式：由中海地产指定或成
立项目公司作为开发建设主体，完成旧房拆除、新建房屋、装修、交付、办
证、小区配套的资金投入和建设，进行原地还建安置（具体还建安置方案
以签订的拆改协议约定为准）。龙珠新城住宅区4栋401号房等46套房
屋属于“龙珠新城”自主改造项目范围内，敬请该46户房屋所有权人尽快
与业主代表、中海地产龙珠新城小区自改小组联系，并办理相关手续，以
便项目顺利推进。

特此告知。
附件：龙珠新城自主改造项目无法取得联系的46户房屋情况明细表

龙珠新城1-18栋住宅区业主代表：周红军、王少平、王志刚、宋卫、郭
锋、张国利、于宝民 、赵明民 、王国燕 、周红陶 、吴秀成
联系人：陆先生 电话0898-36384980林女士 电话0898-36383795

中海地产龙珠新城小区自改小组 二O一九年十二月六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楼栋号
2栋之一
2栋之一
2栋之二
2栋之二
3栋之二
3栋之二
3栋之二
4栋
6栋
6栋
6栋
7栋
7栋
7栋
7栋

8栋之一

房号
502
702
401
701
101
201
202
401
201
202
401
501
601
702
801
101

序号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楼栋号
8栋之一
8栋之二
8栋之二
8栋之二
9栋之一
9栋之一
9栋之二
9栋之二
9栋之二
9栋之四
9栋之四
9栋之四
9栋之四
9栋之四
9栋之四
10栋之一

房号
102
201
802
901
402
702
501
602
702
101
401
702
801
901
902
301

序号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楼栋号
10栋之一
10栋之二

11栋
12栋
12栋
12栋
15栋
17栋

18栋之一
18栋之一
18栋之二
18栋之二
18栋之二
18栋之二

房号
702
601
101
401
502
602
601
1101
301
702
302
303
801
901

龙珠新城自主改造项目无法取得联系的46户房屋情况明细表

见证/监督单位：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办珠江社区
见证/监督联系人：王映清副主任 联系电话：0898-68538329

新华社华盛顿12月4日电（记者
邓仙来 孙丁）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
员会4日举行该委员会首场针对总统
特朗普弹劾调查的公开听证会，邀请4
名法学教授就弹劾总统的宪法基础作
证。听证会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立
场严重对立。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
杰里·纳德勒在听证会上说，特朗普在
处理乌克兰事务时“直接而明确地寻求
外国干预美国选举”，此举违反宪法。
他援引该委员会发起对美国前总统尼
克松和克林顿弹劾的理由说，有先例支
持针对特朗普的弹劾建议。受民主党
邀请的3名法学教授均表示，特朗普涉
嫌滥用职权、妨碍司法等，其行为已满
足被弹劾条件。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少数党成

员、共和党人道格·柯林斯在听证会上表
示，民主党人担心在2020年选举中落
败，因此急于推进弹劾调查，相关指控并
非基于事实。受共和党邀请的一名法
学教授说，民主党人弹劾特朗普的理由
不充分，他担心这会“降低弹劾标准”。

在后续进程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将就是否发起弹劾进行投票。如通过，
该委员会将起草弹劾条款，提交众议院
举行全体辩论并投票。

正在伦敦出席北约峰会的特朗普
在听证会进行期间抨击弹劾调查。他
对媒体表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3日投
票通过的弹劾调查报告是一个“笑话”，
针对他的弹劾调查对美国来讲是“绝对
的耻辱”。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曾邀请特朗普
及其律师出席4日的听证会，但遭到白

宫拒绝。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3日通过的弹

劾调查报告称，特朗普以个人方式或通
过其代理人寻求乌克兰政府干预美国
2020年总统选举，以帮助他连任。此
外，特朗普还被指妨碍国会进行弹劾调
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已将这份报告
交付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审议，并称将继
续进行相关调查，如发现新证据，将向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交补充报告。

今年8月，美国一名情报界人士匿
名检举特朗普7月在同乌克兰总统泽
连斯基通话时要求对方调查美国民主
党总统竞选人拜登及其儿子等。国会
众议院民主党人9月启动针对特朗普
的弹劾调查。在超过两个月的调查过
程中，民主党人传唤了若干证人提交材
料并进行闭门取证和公开听证。

首场特朗普弹劾调查听证会举行 两党议员立场严重对立

这一“弹”闻到浓浓火药味
美国珍珠港一名海军水手
枪杀2名平民后开枪自尽

据新华社洛杉矶12月4日电（记者高山 黄
恒）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海军船厂4日发生枪击事
件，一名美国海军水手开枪打死2名平民，打伤1
人，随后开枪自尽。

根据美国海军方面发布的消息，枪击事件发
生在当地时间下午2时30分左右，一名来自“哥
伦比亚”号攻击核潜艇的水手在2号干船坞附近
向3名船厂男性平民雇员开枪，其中2人在送往
医院后不治身亡，另一人目前伤势稳定。

一名目击者对当地媒体说，他在听到枪声后
朝窗外望去，看见3人倒在地上，枪手正在调转枪
口朝自己射击。

船厂在枪击事件发生后被封锁近一个半小
时。美国海军正在调查事件原因以及枪手使用的
武器类型，枪手的动机目前尚不清楚。

一移民船在毛里塔尼亚
附近海域沉没58人遇难

新华社达喀尔12月 5日电 努瓦克肖特消
息：联合国难民署4日发表声明说，一艘载有移民
的船当天在毛里塔尼亚附近海域沉没，造成至少
58人死亡。

声明说，这艘船载有至少150人，其中83人
事发后游到岸上。幸存者已由毛里塔尼亚政府安
置在北部城市努瓦迪布，部分人被送医治疗。

据幸存者说，这艘船11月27日从冈比亚出
发，船上载有妇女和儿童。

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
2018年间有超过3.5万名冈比亚移民抵达欧洲。

印度外交部证实
18名印度海员被海盗绑架

新华社新德里12月5日电 印度外交部5日
证实，一艘油轮日前在尼日利亚海岸附近遭海盗
劫持，船上18名印度海员被绑架。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库马尔在声明中说，印度
驻尼日利亚使团已就印度海员被绑架一事与尼日
利亚当局联系。声明没有透露更多消息。

据印度媒体报道，一艘大型油轮3日晚在尼
日利亚海岸附近被海盗劫持。除18名印度海员
外，被绑架的还有一名土耳其海员。

新西兰邮政4日发行2020中国鼠年生肖邮票
一套4枚和包含这4枚邮票的小全张，庆祝即将到
来的中国农历鼠年。图为邮票小全张。 新华社发

新西兰发行2020中国鼠年生肖邮票

一些西方国家外交官告诉路透
社记者，尽管特朗普在峰会上继续特
立独行，但多数不羁言谈并未针对北
约，总体立场“温和”。

比如，特朗普没有像先前那样批
评北约“过时”，而是肯定北约在这次
峰会上展现“更多灵活性”。

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或许对峰会
结果满意，一是促使北约成员国进一

步展示增加防务开支的意愿，二是推
动土耳其收回对北约军事防御计划
的抵制。考虑到美国国会弹劾调查
推进，特朗普更希望借北约峰会突出
外交成果，抵消负面影响。

路透社报道，令欧洲国家欣慰的
是，尽管各成员国领导人意见分歧严
重，但峰会还算顺利结束，避免成为

“车祸现场”。 徐超（新华社专特稿）

“避车祸”成主要成果

北约峰会在伦敦闭幕

政治花絮纷纷 实质成果寥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4日在英国首都伦敦闭幕。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不再阻挠一项军事防御计划，峰会联合声明最终得以展示为数不多的实质成果。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以外交辞令总结，这次峰会开得“积极”“有建设性”。

只是，诸多政治花絮中，峰会成果不再是焦点。

峰会闭幕当天，多国领导人私
下调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
视频在社交媒体“刷屏”。

这段由加拿大媒体3日抓拍的
视频显示，马克龙与英国首相鲍里
斯·约翰逊在峰会的一个招待会上
聊天。约翰逊问马克龙为何来晚，
这时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上
前插话：“他迟到是因为要开40分
钟记者会……你看看他（特朗普）的

团队下巴都掉到地上了。”
彭博新闻社报道，特朗普与其

他领导人会晤前有即兴举行记者会
的习惯。当天，他分别与北约秘书
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马克龙及特
鲁多会晤，会前与记者沟通的时间
累计超过2小时。

特朗普4日回应，特鲁多是个
“两面派”，“我指出他（加拿大方面）
没有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2%（防

务预算）的事实，我想他不高兴了”。
特朗普经由“推特”证实，峰会

结束后就打算回国，不再举行原定
记者会，因为“这两天举行的已经
够多”。

特鲁多事后澄清，“掉下巴”表
述指的是特朗普在下属不知情的情
况下，意外宣布下一届七国集团峰
会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他本人没有
冒犯特朗普的意思。

“掉下巴”与“两面派”

特朗普对北约成员国防务支出
不达标耿耿于怀，不惜在峰会期间
开起“小会”。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 4 日邀
请美国、英国、保加利亚、爱沙尼
亚、希腊、拉脱维亚、波兰、立陶

宛和罗马尼亚9国驻北约代表共
进午餐。北约29个成员国中，只
有这9国防务支出超过国内生产
总值的2%，由特朗普归入“2%阵
营”。

特朗普席间为这些国家的贡献

“点赞”，称“这顿午餐我请”。
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

格称赞特朗普在峰会上提及防务支
出问题，强调欧洲盟国和加拿大正
增加防务支出，到2020年底将比
2016年增支1300亿美元。

一顿午餐促增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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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约成员国领导人等合影。 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