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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遗失声明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以下辖属机构已撤销且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有关辖属机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

自机构撤销之日起作废。因办理以下辖属机构工商注销及税务登记、税务注销需要，特使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公章代
替以下辖属机构公章在办理工商注销、税务登记、税务注销相关文件上用印。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高县支行解放西分理处（注册号90156560-1），1998年12月7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
失。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高县支行金牌分理处（注册号90156612-0），1998年12月7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高县支行高山储蓄所（注册号90156409-1），2003年4月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4. 中国建
设银行临高支行临城分理处（注册号90156408-3），1999年2月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5. 中国建设银行临高支行新盈分理
处（注册号90156433-0），1999年 2月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6.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临高支行金山储蓄所（注册号
90156760-8），1999年12月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7.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海口市分行马村办事处（注册号90154076-8），
2001年5月23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8. 中国建设银行万宁市支行康乐分理处（注册号4600241000426），2003年7月31
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9.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万宁县支行和乐储蓄所（注册号4600241000423），1998年11月23日撤销，
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10.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海南省万宁县支行龙滚储蓄所（注册号4600241000422，1998年11月23日撤销，
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11.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万宁支行文明储蓄所（注册号4600241000425），1998年11月23日撤销，营业执照
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12. 中国建设银行万宁市支行红专西储蓄所（注册号4600241000424），1998年11月23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已
遗失。13.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儋县支行人民大道办事处（注册号90158297-6），2003年7月31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已遗失。14. 中国
人民建设银行儋州市支行白马井办事处（注册号4600031002730），1999年6月28日撤销。15. 中国建设银行海南分行东方县支行化工厂
办事处（注册号90163462-3），1997年3月26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16. 中国建设银行文昌市支行三更峙办事处（注册
号4600051000021），2002年12月12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17. 中国建设银行文昌市支行（注册号20144105-6），营业
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18. 中国建设银行文昌市支行城东储蓄所（注册号4600051000015），2003年7月31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
及公章已遗失。19. 中国建设银行文昌市支行清澜办事处（注册号4600051000022），2003年7月31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
失。20. 中国建设银行文昌市支行铜鼓岭办事处（注册号4600051000016），1998年6月2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21. 中
国建设银行文昌市支行东郊椰林储蓄所（注册号4600051000017），2002年12月16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22. 中国建设
银行文昌市支行铺前储蓄所（注册号4600051000018），1999年1月5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23. 中国建设银行文昌市支
行文清储蓄所（注册号4600051000020），已于1999年1月28日撤销，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24.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三亚市分行
房地产信贷部（注册号20135102-6），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25.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三亚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注册号
20134015-9），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26.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房地产信贷部（注册号28406075-X），营业执照正副本
及公章已遗失。27.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八灶办事处（注册号98408656-3），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28. 中国人民建设
银行海南省分行直属海甸支行沿江二西路分理处，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29. 中国建设银行海口市海府办事处（注册号
4601001003521）营业执照正副本已遗失。30.中国建设银行海口市海府办事处（注册号4601001003521）营业执照正副本已遗失。31.中
国建设银行琼山市支行城西办理处（注册号4600041001312）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已遗失。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9年12月12日

海南汇拓迪科技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100MA5RGFAU8L，
法定代表人：叶保均）：

一、违法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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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条规定，现将《税务处理决定书》（琼
税二稽处〔2019〕1000082号）公告。你公司见本公告后可自行到我
局领取纸质件。若不来领取，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你公司于2017年7月份接受虚开并认证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
10份，发票代码：4300164130，发票号码：02738609-02738618，
该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都为999,658.10元，发票税额都为
16,994.19元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发票税额为169,941.90元。

你公司取得的已认证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开票
企业已是走逃（失联）和非正常户状态，其中湖南郴州三户走逃（失
联）开票企业（企业名称：郴州市湖飞叶贸易有限公司、郴州市钥骏
商贸有限公司、郴州市壹嘉绿贸易有限公司）开给你公司已被证实
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中的10份于2017年7月份被认证抵扣。

二、处理决定
（一）追缴税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主席令第49号）第

十九条规定：纳税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
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538号）第九条规
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
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第一条“受
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
行偷税，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

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进项税金大于销项税金
的，还应当调减其留抵的进项税额。”，《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33号）的规定“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未就其虚开
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应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已就其
虚开金额申报并缴纳增值税的，不再按照其虚开金额补缴增值税。
企业已对开具的发票进行申报，不再需要补缴该部分增值税。”

综上，对你公司接受湖南郴州三户企业开具并认证抵扣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做进项税转出，即2017年 7月转出进项税额
169,941.90元。做进项税转出后你公司需补缴2017年7月增值
税169,941.90元。

（二）对应补税款加收滞纳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纳税

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
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
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建议对该企业应补的169,941.90
元增值税依法加收滞纳金。

对你公司上述应补缴的企业所得税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解缴
税款之日（滞纳金金额以企业补缴税款当日金三系统自动生成的
滞纳金额为准）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海
口市税务局将上述税款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
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
限缴纳税款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
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 申请行政
复议。

2019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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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号

万宁市飞隆药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9006MA5RHMT
F0E)：

我局对你公司2017年06月22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1、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抵扣进项税款

你公司2017年9月份向王杜星、黄进香、黄雪柳、罗桂兰、王

朝慧、王克扬六位农户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共计28份（发票代码

及号码见下表），金额2,700,112.00元，并于当月抵扣进项税额

297,012.32元。

二、处理决定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二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发票、出口凭

证以及其他有关涉税资料应当合法、真实、完整。”、《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八条“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应税劳务

(以下简称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为

进项税额。下列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一)从销售方

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二)从海关取得的

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三)购进农产

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

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13%

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计算公式：进项税额=买

价×扣除率。(四)购进或者销售货物以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支

付运输费用的，按照运输费用结算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金额

和7%的扣除率计算的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计算公式：进项税额

=运输费用金额×扣除率 准予抵扣的项目和扣除率的调整，由国

务院决定”、第九条“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

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

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条例第九条所称增值

税扣税凭证，是指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

书、农产品收购发票和农产品销售发票以及运输费用结算单据”

的规定，飞隆药业公司2017年9月利用28份农产品收购发票已

申报认证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297,012.32元应作进项税额转

出，你公司应补缴2017年9月增值税297,012.32元。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

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

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

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的规定，对你公司2017年9月应

补缴的增值税税款297,012.32元应按规定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

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限你公司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万

宁市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因应补缴增值税产生

的其他相关税费请企业自行缴纳，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

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你公司若同我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

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

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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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号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昌自然资告字〔2019〕44号

经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内环一路东侧，地
块编号为石碌镇内环一路东侧SL-12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申请人需具备的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属境外机构
（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
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二）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不得参与本次竞买：1、凡在海南经济特区行政
区域内有严重违反土地出让合同、闲置土地、拖欠地价或有其他不良记
录的及与其有参股、控股、投资关系的法人及其他组织。2、失信被执行
人。（三）地块产业准入条件：房地产业。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
于2019年12月12日至2019年12月31日到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
馆1B802室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19年12月12日至2019年12月31日到海口市蓝天
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室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提交书
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0年1月10日17时00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20年1月10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
用权挂牌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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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块挂牌时间为2020年1月1日8时30分至 2020年1月
14日11时。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
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二）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宗地由竞得人严格按照该地块的规划要求、产业类

型及用地控制指标进行开发建设。（四）该宗地为政府储备地，权属清晰、
无争议，土地赔偿、安置补助、地上附着物清表均已完成。无法律经济纠
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已通
水、通电、通路，完成土地平整，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的条件，符合出让条
件。（五）出让宗地成交后，竞得人须当场与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签订《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与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同时需与昌江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
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落实协议履约要求，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
任。由昌江黎族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土地使用权人
履行《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的执行情况。（六）项目建设
应按照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七）本次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各
种税费，办理土地登记所产生的所有税费由竞得人承担。（八）竞得人应
在按现状交地后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两年内竣工。（九）按正
常工作时间（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
续，节假日除外。（十）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
准。（十一）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查询网址：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www.landchina.com。九、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26630913、68551218、65303602；联 系 人：麦照军、
林小姐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2日

宗地编号
出让年限
绿地率(%)

投资强度（万元/亩）
竞买保证金(万元)

石碌镇内环一路东侧SL-121号
40年
≥25
≥250

宗地面积
容积率

建筑限高(米)
配建停车位(个)

31983.77平方米
≤1.80
≤44
≥345

宗地坐落
建筑密度(%)
土地用途

起始价(万元)

石碌镇内环一路东侧
≤45

商务金融用地
4250

1万元及其整数倍2550 增价幅度

国台办详解“26条措施”中涉及为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的13条措施

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
者石龙洪、刘欢、于嘉）国台办经济
局副局长陈斌华11日在国台办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由于众
所周知的原因，两岸制度化协商联
系机制停摆，但我们促进两岸经济
文化交流合作的步伐没有停止。推
动两岸食品、农产品、消费品安全监
管合作，是造福两岸同胞和相关产
业的具体举措，大陆方面将认真落
实。希望两岸同胞共同努力，排除
两岸交流合作中人为制造的障碍，
真正增进台湾同胞利益福祉。

有记者问：“26条措施”第11条提
出，推动两岸食品、农产品、消费品安全
监管合作。岛内有人质疑称，在当前
两岸协商联系机制停摆情况下，难以
落实这方面合作。该问题能否解决？

陈斌华回应说，大陆海关正加
快完善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
警和快速反应监管体系，研究制定
采信第三方检验机构结果管理制
度。条件成熟后，符合要求的台湾
第三方检验鉴定机构出具的检测结
果可被大陆海关采信。

有记者问：“26条措施”第6条提

到，支持符合条件的台湾金融机构和
企业在台资企业集中地区发起或参与
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和
融资担保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请问
有哪些具体做法，保障这条措施？

陈斌华就此表示，银保监会已出
台《融资担保公司监督管理条例》，正
制定《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经营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和《融资租赁业务经营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上述政策性文件
将平等对待台资企业按照相关规定
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
融资租赁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
于嘉、刘欢、石龙洪）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与国家医保局印发《香港澳门
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将
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国台办发言人
朱凤莲11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出台《暂行办法》意味着在大陆就
业、居住、就读的台胞可以和大陆居民
一样，享受国家提供的相关福利制度。

朱凤莲说，根据《暂行办法》台胞
如不选择在大陆和台湾双重保险，可
凭相关授权机构出具的证明，不在大

陆参加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切实解
决了台胞关注的双重参保问题。台胞
如在达到规定的领取养老金条件前离
开大陆，可选择保留账户、再次来大陆
就业或居住时继续缴费，也可选择由
本人书面申请终止社保关系，一次性
提取社保个人账户内的储存额。

朱凤莲说，《暂行办法》还明确规定
台胞享有参加5项社会保险的权利，
其中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由大陆用人
单位缴费，完全不需要参保台胞个人
缴纳任何费用，切实有效提升了台胞
在大陆参保的社会保障范围和力度。

希望两岸同胞共同努力
排除交流合作中的人为障碍

在大陆就业居住就读台胞将可
同等享受国家提供社保福利制度

12 月 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前）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10日宣布针对
总统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指控他滥用职权和
妨碍国会调查。 新华社发（沈霆 摄）

美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宣布
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

12月10日，在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市，警方人
员到达枪击事件现场附近。

美国东北部新泽西州泽西市当地时间10日
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两名枪手在内的至
少6人死亡。 新华社/法新

美国新泽西州发生枪击案致6人死亡

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今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
默（前）登台领奖。

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
医学奖以及经济学奖颁奖仪式10日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举行。 新华社/法新

2019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
刘欢、于嘉、石龙洪）上月，国务院台
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商中央组织部
等20个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简称“26条措施”），受到台胞台企
欢迎和肯定。国台办11日举行例行
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家发改委外资司
副司长郑持平、科技部港澳台办副主
任徐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
创新司副司长李玉冰、国台办经济局

副局长陈斌华，详细介绍“26条措
施”中涉及为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
的13条措施。

陈斌华应询表示，这13条措施
进一步回应了广大台企的诉求和期
盼，主要考虑就是更多为台胞台企
提供发展机遇、同等待遇，进一步促
进台企参与大陆高质量发展、高科
技创新，帮助台企加快科技创新，降
低综合成本，抢抓发展机遇，实现更
好发展。

陈斌华指出，13条措施和去年
出台的“31条措施”中涉及台企的12
条在理念上一脉相承，就是彰显“两
岸一家亲”理念，体现一视同仁，同时
又与时俱进，扩大了受益面，提高了
含金量。概括地讲，有三个亮点：

——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热点。
例如，第2条围绕5G这一产业热点，
将积极支持两岸企业就5G产业开展
交流合作，欢迎台企参与大陆5G建
设，共享大陆5G商机。

——回应台胞台企重点关切。
例如，第8条针对台企特别是中小
微台企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等问
题，在申请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
拓展直接融资渠道等方面提出解
决办法。

——含金量进一步提高。例如，
第1条支持台企同等参与重大技术
装备和“四类”中心建设，助推台企加
快科技创新，融入高质量发展。

陈斌华表示，“26条措施”发布

以来，国台办、国家发改委已会同
有关部门和地方部署落实工作，相
关落实和配套对接工作正抓紧进
行。例如，福建省有关部门将于近
期召开政策说明会，明确一些措施
的具体方案；江苏省昆山市推出服
务台胞台企20条新举措，为台胞台
企提供更多同等待遇。下一步，我
们将把各项措施落实落细，把好事
办好，让广大台胞台企有更多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
者赵文君）企业内部的“吹哨人”能够
尽早发现问题，吹响哨声，大幅度降低
监管成本。记者11日从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获悉，允许公众匿名举报违法
行为；落实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经营者
内部人员依法举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
理暂行办法近日发布，统一了市场监
管部门处理公众投诉、举报的程序。

这位负责人说，落实举报奖励制
度，鼓励经营者内部人员依法举报经
营者涉嫌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规章
的行为，同时强化对举报人的保护力
度。考虑到公众举报违法行为可能会

有担心顾虑，办法明确允许匿名举
报。只要能够提供涉嫌违法行为的具
体线索，并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举报人可以不提供自己的姓名、住址、
联系方式。

关于消费者投诉，这位负责人介
绍，全国12315平台已经上线运行，
并支持网页、APP、微信、支付宝、百

度等多种便捷的登录方式，与全国企
业法人库关联，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
向任何一家企业在线提出投诉举报，
并直达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在线受理
和反馈。

办法规定，消费者投诉由被投诉人
实际经营地或者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管
部门处理。考虑到电商的特殊性，对电

商“自营”商品的投诉，由其住所地县级
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对电商平台内经营
者的投诉，即“第三方”业态，由其实际
经营地或者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市
场监管部门处理，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
方便选择其一。对同一投诉，两个以上
市场监管部门均有权处理的，由先收到
投诉的市场监管部门处理。

鼓励“吹哨人”市场监管部门将落实举报奖励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