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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拥有的海南
发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等110户政策性债权资产及1户抵债权益（企
业和资产的所在地分布在海南省各市县，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华
融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查询）进行打包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交易条件
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国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三、公告期限
公告期限为20个工作日，2020年8月28日至2020年9月

24日，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有意向者请在
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意向书。

四、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朱 先 生 ：0898- 66734399，何 女 士 ：0898- 66702447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陈先生 0898-

66774868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
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20年8月28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海南新隆药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60000708861164T,法定
代表人:黄炳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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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琼税一稽罚告[2020]30号)公告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
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你公司逾期无法提供2014年至2016年的账簿、凭证、合同等相

关涉税资料，通过对你公司2014年至2016年增值税开票数据进行
核查比对，发现你公司2014年至2016年申报增值税发票开具金额
与金三系统上你公司2014年至2016年《财务报表》、《企业所得税纳
税申报表》申报的收入数一致。据此确认你公司2014年至2016年
的收入分别为 11,499,964.33 元、77,997,470.64 元、44,139,
702.35元。经核定，你公司2014年至2016年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
1,034,996.79元、7,019,772.36元、3,972,573.21元，依25%的税率
计算，2014年至2016年应补缴企业所得税合计2,985,051.81元。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2014年至2016年不缴或少缴企业所得税合计2,985,051.81元，是
偷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对你公司因偷税造成2014年至2016年不缴或少缴企业所得税合
计2,985,051.81元，拟处予一倍的罚款，罚款金额为2,985,051.81元。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因拟对你公司罚款在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单位
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
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18号;
联系人:陈先生;电话:0898-66969543。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0年8月28日

琼税一稽告[2020]98号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海南金方洋置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100754374471,法定
代表人:江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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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琼税一稽罚告[2020]34号)公告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主
要内容: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你公司开发“宝泰温泉花园”项目一期分为:1、2、3、4、5号楼，根据该
小区物业提供的“宝泰花园业主入住登记表”显示，一期1、2、3、4、5
号楼最早都在2010年投入使用，达到完工条件应结转营业收入。因
未能联系到你公司法人及相关人员，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账簿、凭证等
相关资料，经查询，你公司已被认定为非正常户。根据海口市房屋交
易与产权管理中心提供的“宝泰温泉花园”合同拟定、签约、备案信息
作为收入依据，2010年应结转营业收70,216,787.00元，2011年应
结转营业收入224,980,950.00元，均未申报企业所得税，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及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因偷税造成少缴2010年
度企业所得税3,861,923.00元，少缴2011年度企业所得税9,719,
177.00元，合计少缴企业所得税13,581,10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拟
对你公司因偷税，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13,581,100.00元，处予百分
之五十的罚款，罚款金额合计:6,790,550.00元。

二、你公司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
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
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因拟对你公司罚款在10,000.00元(含10,000.00元)以上，
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本公告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本局书
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华区城西路18号;
联系人:陈先生;电话:66969543。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0年8月28日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公告
琼税一稽告[2020]97号

项目位于琼海市中原镇镇区北部，临近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东线高速铁路及文琼高速公路分别从规划区的西侧及北侧
经过，用地范围面积为99323.75平方米。根据《琼海市中原镇区控制
性详细规划》，项目规划用地性质为防护绿地（20711.92平方米）、水
域（2803.69 平方米）、道路用地（7517.92 平方米）及发展备用地
（68290.21平方米），涉及的地块无规划指标。为了落实“多规合一”
建设用地布局，推进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建设，妥善解决先
行区内村民拆迁安置问题。根据项目选址意见书，将中原镇区北部
E-30、F-08、F-16及发展备用地作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
区南岸北片安置区二期建设用地。项目参考在编的《琼海市中原镇
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通过优化用地布局、完善路网，将110kV
电力线两侧8m用地规划为防护绿地，同时预留部分弹性混合用地，
为发展商贸金融、商务办公、展览等产业提供空间。修改后各地块编
码及控制指标如下：F-08（原八仙一路南侧发展备用地、道路用地），
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面积为40583.62平方米，容积率≤2.0，建
筑高度≤20米，建筑密度≤42%，绿地率≥30%；F-09（原八仙一路南
侧发展备用地），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面积为1234.58平方米，
容积率≤2.0，建筑高度≤20米，建筑密度≤42%，绿地率≥30%；F-10
（附1）（原F-08），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面积为1351.39平方

米，容积率≤2.0，建筑高度≤20米，建筑密度≤42%，绿地率≥30%；F-
14（附1）（原E-30），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面积为2250.11平方
米，容积率≤2.0，建筑高度≤20米，建筑密度≤42%，绿地率≥30%；F-
15（原八仙一路北侧发展备用地），用地性质为防护绿地，面积为
333.99平方米；F-21（原八仙一路北侧发展备用地、道路用地、水
域），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面积为48482.03平方米，容积率≤
2.0，建筑高度≤20米，建筑密度≤42%，绿地率≥30%；F-22（原八仙
一路北侧发展备用地），用地性质为弹性混合用地，面积为21.62平方
米。为了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
公示时间：30天（2020年8月28日至2020年9月26日）。2、公示地
点：琼海市中原镇人民政府（http://qionghai.hainan.gov.cn/）。3、
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85235814@qq.com；（2）
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中原镇人民政府党政办；地址：琼海市中原镇
中兴北路153号，邮编：571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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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先生。

琼海市中原镇人民政府
2020年8月28日

琼海市中原镇人民政府

关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南岸北片安置区二期用地规划条件确定论证报告的公示

受委托，现公开挂牌整体转让三亚国奥体育产业园三区投资有
限公司49%股权及相关债权。

一、基本情况：三亚国奥体育产业园三区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年10月14日，注册资本为20,816,327元。该公司作为三亚国
际体育产业园及亚沙村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经营体育场馆管
理，体育竞赛组织，体育场馆建筑等。标的公司主要资产是位于三亚
市吉阳区抱坡新城片区体育产业园西侧的四个地块。评估截止2020
年6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为942,726,572.33元，总负债922,212,
123.13元，净资产20,514,449.20元。具体详情见资产评估报告。

二、本项目采用承债式转让模式，即股权+债权模式，挂牌价格
不低于人民币303,637,952.64元，其中49%股权金额10,200,000

元，债权金额265,219,302.45元及资金占用费预计28,218,650.19
元。公告期为2020年8月28日至2020年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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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ggzy.hi.gov.cn）查询。

三、联系方式：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3楼6号窗口，李
先生，88212428；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
权交易所，李小姐，66558023；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
厅4号窗口，李女士，65237542。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8月28日

三亚国奥体育产业园三区投资有限公司49%股权及相关债权整体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8HN0125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9月11日下午15时在海口市蓝天
路16号金银岛大酒店6楼第三会议室按现状净价公开拍卖：1、根
据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法院（2002）万执字第67-1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抵偿债务的房屋使用权之不良资产或有权益及相关附属权利。
拍卖参考价：人民币70万元。保证金：14万元。2、根据海南省万宁
市人民法院（2002）万执字第12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抵偿债务
的房屋使用权之不良资产或有权益及相关附属权利。拍卖参考价：
人民币415.72万元。保证金：83万元。3、对吴泽山享有的债权本
金、利息及从权利。债权本金人民币45万元。拍卖参考价：人民币
23万元。保证金：4.6万元。4、对通什市畜牧业发展总公司的债权
本金、利息及从权利。债权本金人民币25万元。拍卖参考价：人民
币15万元。保证金：3万元。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但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上述债权转
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的人员。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9
月10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9月10日17时（以竞买保证金
到账为准）之前来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Ｂ802室
联系电话：18689899998 0898-68551218
监督电话：0898-68513689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蓬佩奥滥权弄权
包藏政治私欲

观察人士指出，蓬佩奥种种滥
权弄权行为的背后包藏政治野心和
算计，实则是为自己谋求更多政治
资本，以实现未来能在政坛“更上层
楼”的图谋。

美国媒体评论说，蓬佩奥平步
青云，法宝就是对总统“言听计
从”。其实，蓬佩奥曾在2016年总

统选举初期公开批评特朗普，但在
看到后者选情转好后迅速转向。特
朗普当选后，蓬佩奥又通过一番运
作如愿当上美国中情局局长，并在
2018年 3月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失
宠”后取而代之。

多家美国媒体还披露，在美国国
会众议院去年9月启动对特朗普的

弹劾调查后，蓬佩奥曾千方百计阻挠
国务院官员到国会作证。

蓬佩奥的政治野心远未止步于
国务卿一职。美国《政治报》网站文
章分析，蓬佩奥任国务卿以来多次在
支持共和党的活动上高调露脸，甚至
不惜违规，实际目的是为其个人造
势，捞取政治资本。美国前资深外交

官傅立民指出，蓬佩奥显然有将来竞
选总统的野心。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
研究员阿伦·戴维·米勒用两个

“最”来评价蓬佩奥的表现：美国当
代最差国务卿，最会操弄党派政治
的国务卿。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蓬佩奥由中央情报局局长“升
至”国务卿之前毫无外交经验。事
实证明，在他弄权操纵下的美国外
交声誉江河日下，国务院内部人心
涣散。

蓬佩奥的外交行事专注威胁、强
压、抹黑、挑事。他上任以来，美国在
伊朗核问题、朝核问题、叙利亚撤军、
阿富汗战争、巴以和平等问题上的政
策饱受批评。日前，蓬佩奥亲往纽约

联合国总部，通知安理会美方将启动
对伊朗“快速恢复制裁”机制，但美方
这一霸道行径在安理会惨遭打脸。
英国媒体评价，“美国在外交上又遭
遇了一次丢脸的挫败”。

上梁不正下梁歪，美国驻外人员
也状况频出，引起多国政府和民众抗
议。美国驻冰岛大使因要求雇佣武
装保镖等一系列“不符合外交礼仪”
的无理举动激怒了冰岛人；美国驻英

国外交官妻子逆行开车撞死人后逃
回美国，蓬佩奥以“外交豁免权”为由
拒绝将肇事者引渡回英国受审；美国
前驻德国大使格雷内尔在任期间多
次就北约军费开支、“北溪-2”天然
气管道项目等问题大放厥词，遭到德
国各个党派人士谴责……

蓬佩奥治下国务院的管理和选
人用人也备受指责。美国外交学会
主席罗纳德·诺伊曼指出，在约50

个助理国务卿及以上层级职位中，
职业外交官所占比例已从1975年
的60%下降到如今的8%。媒体报
道称，近年来报名参加国务院外交
官考试的人数大幅减少，为2008年
来的最低水平。

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20多年的
马克·菲茨帕特里克告诉记者，国务
院内部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蓬佩
奥的信任。

此次坚持“云出席”共和党全国
代表大会，蓬佩奥打破了国务卿历
来不涉党派议题的惯例，滥用职权，
用党派政治绑架美国外交。特意从
出访地耶路撒冷录制视频，隔空为
特朗普“站台”，他无非是要把美国
中东外交“光环”奉献给正在谋求连
任的总统。

问题是，蓬佩奥此举是对国务
院“家规”的明知故犯。美国国务

院法律顾问办公室发给国务院所有
政治任命官员的备忘录中明确指
出，国务卿等经参议院批准的总统
任命官员不得出席政党大会及其相
关活动。国务院的外交事务手册也
规定，国务院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在
国外不得参与和美国选举有关的党
派政治活动。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会长理查
德·哈斯指出，作为国务卿，蓬佩奥

应为美国大众服务，而非为党派政
治服务。

在其位，乱其政，可以说是蓬佩
奥的一贯风格。今年5月，国务院
督察长史蒂夫·利尼克被解职事件
引发风波。利尼克被解职前正在调
查蓬佩奥是否存在以公谋私行为，
如要求国务院工作人员帮他和他妻
子遛狗、去干洗店取衣物、餐厅订
座等。据美国媒体报道，正是在蓬

佩奥的建议下，总统特朗普才下令
让利尼克离开。

今年年初，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
广播电台记者采访时，蓬佩奥因被问
及“通乌门”问题而大发雷霆。据报
道，他在采访结束后对着记者大喊大
叫并飙脏话，国务院则在几天后取消
了该台另一名记者随行蓬佩奥外访
的资格。美国国务院记者协会认为，
蓬佩奥明显是在“报复”。

在其位，乱其政

上梁不正下梁歪

“政治动物”心机深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国务卿蓬佩奥从出访地录制演讲为总统特朗普
“助选”。此举涉嫌违反美国国务院相关规定及美国政治“惯例”，招致众多批评。美
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25日已要求调查蓬佩奥是否违规。

这不是蓬佩奥第一次因涉嫌政治“违规”而遭受非议。蓬佩奥执掌美国国务院以
来，不时曝出滥用国务院资源和人力的丑闻，美国外交官也屡屡被曝在国外任性霸
道，美国外交形象每况愈下。而蓬佩奥滥权弄权的背后，是其操弄党派政治、服务个
人私利私欲的本质。

8月27日，工作人员在英国伦敦动物园给加拉帕戈斯象龟称重。
当日，英国伦敦动物园迎来年度动物体检日。工作人员对在园内生活的动物逐个

进行体重和身高的测量。 新华社/路透

伦敦动物园迎来年度动物体检日

一名俄罗斯女游客穿着“清凉”在瑞
士一座冰川爬山时，掉进深10米的冰川
裂缝，两天两夜后被恰巧路过的登山队员
救出，当时她的体温已经降到34摄氏度。

德新社26日报道，这名俄罗斯女子
住在德国，几天前到瑞士瓦莱州一座冰川
附近度假。她23日不顾一名工作人员劝
告，只穿短裤，也没带其他登山装备，孤身
前往冰川爬山。

爬山过程中她不慎掉入一个深不见
底的冰川缝隙，所幸没跌落底部，掉到半
中间的冰桥上。整整两天两夜后，路过的
登山队员听到她的求救声，将她救起。

登山队员后来联系搜救人员，将她用
直升机送往医院。搜救人员告诉当地媒
体《瓦利斯信使》：“我们搜救队过去20年
从未遇到这样的神奇救援。48小时算很
久了。” 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俄游客穿短裤掉冰川 两天两夜后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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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8月27日电（记者许
缘 高攀）美国商务部27日公布的修正数
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1.7%，较初次数
据上调了1.2个百分点，仍是有记录以来
最大季度降幅。

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占美国经
济总量约70%的个人消费开支降幅为

34.1%，较初次数据上调了0.5个百分点。
其中，受疫情打击最为严重的服务支出重
挫43.1%。反映企业投资状况的非住宅类
固定资产投资下滑26%，与初次数据相比
上调了1个百分点。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
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GDP数据进行
三次估算。商务部将于9月30日公布今
年第二季度GDP最终修正值。

美国第二季度经济降幅修正为31.7%

新华社惠灵顿8月27日电（记者卢怀
谦 郭磊）新西兰证券交易所网站27日受到
网络黑客攻击，被迫暂停交易。这已经是该
交易所连续第三天因黑客攻击暂停交易。

根据新西兰证交所发布的公告，网站
因黑客攻击导致网络连接出现问题，影响
交易系统正常运作。当地时间上午11时
10分，新西兰证交所暂停了包括股票主

板市场、债券市场和恒天然合作社股东市
场的交易。

25日及26日，新西兰证交所网站也
发生相似状况。据悉，连续三天发生的网
络崩溃都是由匿名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
击（DDoS攻击）引起，这种攻击使网络暂
时中断，导致在线服务系统宕机，投资者
无法查看市场行情。

新西兰证交所连续三天因黑客攻击暂停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