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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2月12日 星期四A13

遗失声明
昌江县海尾镇政府遗失2012年至
2015年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 ，编 码 如 下 ：032361370X，
038749472X， 0387517776，
0387517784， 0408386614，
0408386622， 0408386630，
0408386665，共8份声明作废。
▲ 唐 熙 卉 遗 失 护 照 ，编 号 ：
E85048891，声明作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
信用卡中心海口分中心遗失公章，
编号：4601000034070，声明作
废。
▲王善辉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01990014039080，声明作
废。
▲临高县美台瓜菜协会登记证书，
代码：51469024MJP342769L，不
慎遗失，声明作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消防
大队不慎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
般 缴 款 书 （ 收 据 ）编 号:
0507756764，现声明作废。
▲ 符 称 弟 ( 身 份 证 号:
440821197804303912) 遗 失 海
南中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二级建
造师注册证书，注册编号：琼
246171800437，现声明作废。
▲许钦凯遗失海南省企业联合会
开具的海南省社会团体会员费用
专业收据，编号 7918977，金额
23000元，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符德涛持有的《宅基地
使用证》[证号：东建证字0126号]
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
宗地位于八所镇浪沙街，土地面积
为12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
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
李敏，南至符先锋，西至符德明，北
至五米小路。凡对该宗地权属有
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
材料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
至我局调查确权岗，逾期未提出异
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
地档案并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3日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符德明（已逝，现由其
儿子符治申请）持有的《宅基地使
用证》[证号：东建证字0125号]补
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该宗
地位于八所镇浪沙街，土地面积为
12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经
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符
治，南至符先锋，西至小路，北至五
米小路。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
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送至我
局调查确权岗，逾期未提出异议，
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
档案并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3日

▲洋浦寰宇运输有限公司遗失法
人(法人:罗光旭)印章一枚，声明作
废。
▲黎海叶不慎遗失毕业证（海南省
卫生学校护理专业），证书编号：
HN2015211731149，特此声明。
▲东方正新实业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九
龙支行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08722605，账号：
2201078109200013716，声明作
废。
▲海南华诚测绘科技有限公司原
公章破损变形，现声明作废。
▲海南耀兴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旅
游客运分公司琼A59180车的营
运 证 不 慎 遗 失 （ 证 号 ：
460100046382），现声明作废。
▲叶秀华（爱人：苏玉香）不慎遗失
船名为琼儋渔40025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内海洋小型渔船临时航
行安全证书正、副本，证书编号：
4690030190229，检 验 登 记 号 ：
469003002008，特此声明。
▲海南驰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吴清山二级建造师注册证，注册
证编号:琼 246151708354，声明
作废。
▲吴聪坐落于万宁市万城镇红光
村委会后边村的海南省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证，另有规划，证号：万城
镇乡字号第（2017）0373号，声明
作废。

公告
海南君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张华弟等六
人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海琼劳人
仲案字〔2019〕第97、98、99、100、
101号），因裁决书（海琼劳人仲裁
字[2019]第40、41、42、43、44号）
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琼
山区文庄路8号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5楼，联系电话:0898-
65852550）领取裁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19年12月11日

公告
海南辉慧贸易有限公司：
本委已经受理申请人周晓明、王普
轩、吴鲤奎、陈小代、陈扬文、陈蓬
莉、黎寿友、李运大与你公司劳动
争议案（海琼劳人仲案字〔2019〕
第 122、123、124、125、126、127、
128、129号），现已作出决定。因
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在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海口市琼
山区文庄路8号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5楼，联系电话:0898-
65852550）领取决定书，逾期视为
送达。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 2019年12月11日

减资公告
经海南邦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50万元，
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
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
告。 联系人：蒋元秀 电话：
1336735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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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778696891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关于催收质保金的公告
江西建工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贵司与我办（原白沙黎族自治县扶
贫开发办公室）于2013年12月签
订了七坊镇三升村路工程施工合
同，我办依据该合同第一条第（六）
项的约定在工程项目验收结算时
扣除了工程总造价5%的质保金，
作为工程质保期内的维修费用。
依据该合同第八条的约定，贵司已
经逾期三年以上未向我办要求支
付该笔质保金。现我办催告贵司
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
向我办书面提出付款请求，逾期我
办将不再履行该笔质保金的支付
义务。特此催告！
白沙黎族自治县扶贫工作办公室

2019年12月11日

减资公告
经海南百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20800万元减少至人民币1000万
元，原债权债务不变。请债权人自
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
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
告。 联系人：唐经理 电话：
13379892806

▲周春玉不慎遗失坐落于文昌市
东路镇东路村民委员会打银村集
体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文集用
（2012）第000597号，特此声明。
▲徐建方不慎遗失海南宝名置业
有限公司(6760.5 元)购房收据一
张，编号：7914880，特此声明作
废。
▲东方华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2099901，声明作废。
▲东方华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证 号 ：
G10469007022099901 声 明 作
废。
▲黄昌诗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
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
46002519860718423X，流水号：
4600050871，声明作废。
▲刘俊华遗失坐落于海南省陵水
县光坡镇中信·香水湾6号楼（幢）
（单元）2（层）6-0215房不动产权
证，证号：琼(2018)陵水县不动产
权第0012756号，声明作废。
▲陵水新村东腾广告店不慎遗失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69034600146782，声明作废。
▲王发忠不慎遗失就业创业证，编
号 4699000018001715，特 此 声
明。
▲琼海市潭门镇卫生院遗失中国
农业银行琼海潭门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Z6410000675603，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中铁保税冷链物流有限公
司因财务章破损无法使用，特声明
作废。
▲海南德祥堂药品经营连锁超市
有限公司三亚天涯区新城路分店
不慎遗失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证
号:琼CB0200085，声明作废。
▲陈莉莉不慎遗失三亚鹿回头旅
游区开发有限公司半山半岛三期
东海湾6号楼1007号财务收据两
张，编号0009101，0009102，总金
额102903元，声明作废。
▲三亚雷小云不锈钢铝合金加工
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460204MA5RE69E5K，声明作
废。
▲印波、印蓉遗失海南闽庄园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庄园御景三号楼
1217房收款证明收据2张，编号:
0000323、0005032，声明作废。
▲海南福全兴实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副本号：2-
2），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460200MA5RCAXDX5，声明
作废。
▲海南福全兴实业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港门村分公司食品流通许可
证 副 本 ， 证 号 为 ：
JY14602000048433，声明作废。
▲万宁万城欣欣惠烟酒商行不慎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
编 号:JY14690061401773，声 明
作废。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前登陆淘宝网阿里资产处置平台办理支
付宝竞买保证金缴付手续，参加网络线上竞拍。

特别说明：1、标的房地产过户所需要的税金和费用由买卖双方
按有关规定各自承担；2、竞买人应符合海南省海口市房地产限购政
策要求的条件，如不符合要求造成标的不能办理过户手续的一切经

济及法律责任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现场展示时间：2019年12月12日至12月29日。
拍卖人地址：海口市海秀大道33号瑞宏大厦A幢A1003房
联系电话：（0898）66753060、66753061、13005084060
联系人：吴先生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房屋坐落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802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803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805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807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905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1001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1003房
海口市庆龄大道一号洋昌大厦1006房
海口市海南国际科技工业园B6幢602房
海口市海南国际科技工业园B6幢701房
海口市海南国际科技工业园B5幢604房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新桥路中行宿舍楼B幢101房

建筑面积（m2）
122.54
88.14
75.95
88.14
75.95
122.54
88.14
75.95
124.42
122.44
64.64
91.3

参考价（万元）
108.82
80.65
70.18
80.65
70.86
111.02
82.23
71.54
116.21
115.46
61.93
83.36

竞买保证（万元）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第1035期)
我公司受委托，将于2019年12月30日上午10时至2019年12月31日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阿里资产处置平台上（网址：

http://zc-paimai.taobao.com）对下列房产进行公开拍卖，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受五指山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委托，定于 2019年 12月 27日上
午9:00在五指山市珠江水晶酒店三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五指山市环市
西路保障房小区锦绣花园二层12间商业铺面，清单如下：

五指山市锦绣花园二层商铺拍卖公告

参考价单价：7970元/m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10万元/套;展示时间：
2019年 12月 12日—26日;报名时间：2019年 12月 25日—26日;报名
地点:五指山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一楼（原房产局））；标的依现状拍
卖，整体、相邻多套优先，可贷款。有意竞买者请将保证金转入海南
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
龙珠支行；账号：46001003536053001593。联系电话：66746655
15008983855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
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hngy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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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203商铺

4#5#楼202-1商铺

4#5#楼203-1商铺

4#5#楼203-2商铺

4#5#楼204-1商铺

4#5#楼204-2商铺

226.43
135.21
135.21
100.61
135.21
118.25

180.5
107.8
107.8
80.2
107.8
94.3

栋号/房号
序
号

参考价
（万元）

建筑
面积
（m2）

栋号/房号
序
号

参考价
（万元）

建筑
面积
（m2）

7
8
9
10
11
12

4#5#楼205-1商铺

4#5#楼205-2商铺

4#5#楼206-1商铺

4#5#楼206-2商铺

4#5#楼207-1商铺

4#5#楼207-2商铺

148.64
100.61
135.21
100.61
135.21
100.61

118.5
80.2
107.8
80.2
107.8
80.2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纳税人名称

洋浦诚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远征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睿丰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海南洋浦南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洋浦红灯笼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格林泰德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洋浦金元宝流动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华誉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恒金物流有限公司

海南恒泰物流有限公司

洋浦泓洋联运有限公司

洋浦东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润洋港口服务有限公司

海南华信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瑞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海之星（洋浦）水产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丰兴精密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椰风椰奶饮品有限公司

洋浦泓润达置业有限公司

洋浦津润船务有限公司

洋浦信和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洋浦顺宝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嘉航木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信物流有限公司

洋浦鸿康贸易有限公司

山能中贸（海南）能源产业有限公司

山能恒聚（海南）能源产业有限公司

洋浦安喜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洋浦加勒比娱乐城堡

海南永鑫源贸易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460040578741411

460040681155525

460040708849165
460040721228371

460040721262617

460040721279347
460040735801167
91460300062309812W

914603000825332058

9146030008253331X9

91460300090520017C

91460300293882050Q

9146030039679546X3

9146030056795637XJ

91460300594903337H

914603005949309766
914603007212874515
91460300730066888L

914603007931227444

91460300793124416L

91460300MA5REFFX3E
91460300MA5RHKUM91
91460300MA5RJBEB38

91460300MA5T3MQK8F

91460300MA5T4L9T6U

91460300MA5T58LPXF

91460300MA5T58PA2F

91460300MA5T61BAX4

330327198111067371C1

91460300MA5RD2F88J

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姓名

陈成

崔秀

徐家骅
王卫东

杜建新

赵玉华
杜建林
王强

舒超

陈丽秀

郑祯花

刘建华

蔡宗义

李勇

吴承良

林财武
沈旗卫
王成文

朱岳海

高国英

陆杰
蔡俭辉
王孝东

申大国

何海飞

卫红亮

张世双

梁新红

刘学仕

钱丹萌

居民身份证号码或其他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310101197302105411

130427195807185338

110108660213001
1460119500801105X

110108511022541

342123194104070029
110108511022541
230506199107150017

43122219881122411X

460003199703204188

350128194703071412

433024530125005

352225197908060516

320623197704234352

210203198306025514

350626197607140535
33012419640202353X
460036196212193510

332621196710188555

350128199107011731

320682198108199137
320626198109032055
320922197701195714

46000319730111851X

622825198604190330

142628197510150310

142628196906070339

460002198611303823

330327198111067371

441581199209174562

生产经营地址

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普瑞豪苑12栋 1单元
202房

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岸华庭D303号房

洋浦国际金贸大厦7楼715室
洋浦港务楼3楼304

洋浦保利宿舍201房

洋浦港北路公寓楼3幢801房
洋浦瑞丰小区西楼308室
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怡园小区１６栋４０３房

洋浦经济开发区干冲区儒兰东兴街４２４号

洋浦经济开发区干冲区新兴街２号
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普瑞豪苑 3楼 2单元
501A房

洋浦新英湾安置区５栋１２号房

洋浦经济开发区滨海大道西侧D12—W4号洋浦
南油混合燃料有限公司综合楼206室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吉浦路凯丰城市广场商
务大厦19楼
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普瑞华庭６幢２层
６－２－９
洋浦经济开发区开源大道与嘉洋路交叉口西北侧
洋浦深圳科技工业园
海南洋浦椰风食品工业园
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普瑞华庭5幢1-2层3-
1-11

洋浦干冲区办事处中兴北街吴有菊三楼

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原管委会大院1号楼一楼115房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儒兰居委会第一居民组9号房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干冲夏兰小学旁29号
洋浦经济开发区干冲区洋浦居委会第二居民组
62号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岸华庭二期K2栋7层
704房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阳光海湾花园小区10幢
C单元602号房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阳光海湾花园小区10幢
A单元1201房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金洋路浦馨苑10幢703
室

洋浦农贸市场三层

洋浦经济开发区远洋路普瑞华庭7栋4单元701房

欠税税种

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印
花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印
花税,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个人所得税,教育费附加,企业
所得税,文化事业建设费,印花税,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个人所得税,教育费附加
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企
业所得税,印花税,增值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方教育附
加,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印花税,营业税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印花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企
业所得税,增值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印
花税,增值税
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
附加,印花税,增值税
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
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增值税
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企
业所得税,印花税,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个人所得税,教
育费附加,增值税
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文化事业建设费，地方教育附加
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教育费附加

欠税余额(元)

176411.05,50403.16,75604.74,87274.9

311230.17,88922.91,133384.36,12780,3622577.99

879829.83
17600.43,7543.06,317478.85

5535.78,118707.04,2372.47,396591.42,47449.45,1151.82,79082.43

11321.23,321418.13,2818.76
179409.27
35683.68,10195.34,15293,304884.98

16097.07,4510.95,6766.44,1396.96,1368.3,229958.09

229925.51

754362.85

24901.57,239347.96,7114.73,10672.09,2613642.15,3212.75,44178.45

503563.25

156597592.96,3873365.1

183095.86,52313.1,78469.66,1314661.3,4220655.07

555556.83
3227931.94,471545.26
315976.07,17181.65

24160,6902.86,10354.29,2174.4,345142.86

4336,45465.7,12990.2,19485.3,19892.75,599498.24

7233764.13，10980.86，3137.39，4706.08
737796.03，210798.87，316198.29，4240629.42
308610.19

8527.62,2436.46,3654.69,1826.4,1863.1,243646.38

143275.05

53007306.91

53161485.41

14327.07,4093.45,11805.12,6140.17,204672.49

7590022125，5313，2277，30690，1518，

113997.46，7,979.82，2,279.95，3,419.93

当期新发生
的欠税金额

0

0

0
0

0

0
0
343874.71

260097.81

229925.51

0

10774.36

0

0

0

288889.55
359998.62
0

388734.41

0

7252588.46
5505422.61
308610.19

261954.65

0

0

0

241038.3

0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及《国家税务总局欠税公告办法》的规定，对经税务机关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
纳税款的纳税人，予以公告追缴。下列纳税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到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税款、滞纳金或提供纳税担保，
逾期不缴纳的，将记入纳税不诚信名单，并依法阻止其法定代表人出境，采取冻结、扣缴存款，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变卖财产等税收

保全或强制措施，或者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缴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税务总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2019年12月12日

欠税公告（201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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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
决定书》（琼税二稽罚〔2019〕10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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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你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收违法行为，具体
情节如下：你公司于2017年7月、8月、9月三个月份内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125份，其中7月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发票代码
为：4600163130，发票号码为：02166494-02166500，01599792-
01599795；8 月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64 份，发票代码为：
4600163130，发票号码为：01599796- 01599809,01641393-
01641417,02168208-02168232；9月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0
份，发票代码为：4600163130，发票号码为：02466666-02466715。
1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发票金额12,034,525.64元，合计发票税
额2,045,869.36元，总合计金额14,080,395.00元。

二、处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二十二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

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
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
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
情况不符的发票。”，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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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对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处50万元罚款。
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海

口市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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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自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
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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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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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涉税情况的检查现已结束，你公司存在违法事实
及处罚决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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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
情况不符的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587号）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的规定虚开发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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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
务总局令第25号）第三十七条：“《办法》和本实施细则所称“以
上”、“以下”均含本数。”的规定，对你公司虚开农产品发票28份的
行为处以罚款500,000.00元。

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万
宁市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
分之三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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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自收到本决定
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
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将采取《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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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海
口市南渡江西岸控制性详细规划》
D0510地块局部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为解决规划道路占用土地补偿问题，海南新厦房地产开发公司
来文申请用地容积率补偿。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我局按简易程序
启动了南渡江西岸片区D0510地块局部规划修改工作。为广泛征
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
间：7个工作日（2019年12月12日至1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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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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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7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详细规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
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8724378，联系人：符菁。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