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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2021年度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
报名正式启动

根据《税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税务师职业资格
考试实施办法》，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2021年
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工作计划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人社厅发〔2021〕4号），2021年度全国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
名从2021年5月10日9：00至7月9日24：00，补报名时间从
2021年7月26日9:00至8月6日24:00，请广大报名人员仔细
阅读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官网发布的公告文件（中国注册税务
师协会公告〔2021〕第11号），做好报名工作，同时也请广大报
名人员关注中税协微信公众号、考试报名系统、中税协考试服
务百度小程序等平台，及时知悉有关考试信息。

海南省注册税务师协会
2021年5月28日

关于暂停医保、社保业务办理的公告
为更好地服务全省参保人及提升医疗保障信息化水平，经省

政府同意，2021年6月19日全省上线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6月13日18时至24时，全省暂停社保
业务服务。6月14日1时，全省社保业务恢复正常办理。二、6月13
日18时至6月19日8时，全省暂停医保业务服务（门诊慢性病患
者需提前或延后取药）。6月19日8时，医保信息平台正式上线，业
务恢复正常办理。三、6月12日18时至6月19日8时，全省暂停受
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收业务（参保人需提前或延后缴
费）。6月19日8时，恢复办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收业务。
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参保人员和社会各界谅解！特此公告。

海南省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2021年6月8日

受委托，定于2021年6月29日10:00在我司拍卖大厅公开拍

卖：海口市滨海大道39号滨海明珠8个地下车库（清单备索）。参

考价：12.5-20万元/个，竞买保证金：3万元/个。

特别说明：竞买人须符合相关限购条件。标的展示时间：自见

报之日起至2021年6月25日。

有意者请于2021年6月28日16：00前来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

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保证金交纳名称：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账号：6003116600022；

开户行：海南银行总行营业部。

地址：海口市华海路15号海口经贸大楼9层

电话：0898-66721736 13807653966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0629期）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于2021年6月23日10:00在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

司拍卖厅按现状拍卖：1、位于老城盈滨二横路西侧临海别墅小
区第4、5、6、8栋别墅，每栋建筑面积703.91m2，占地约1.5亩，
该别墅区面临海滩，交通便利，特别适宜公馆、会所、别院。参考
价1550万元/栋，竞买保证金200万元/栋。

2、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81号永秀花园20#住宅楼28层
2805号房，房屋建筑面积130.66m2；4房2厅。参考价180万
元，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天止。标的展示
地点：标的所在地。竞买人应符合海南省房产限购相关政策规
定。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6月22日16：00前到公司了解详
情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电话：68522193，13976113935，地
址：海口市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号楼B-705房。

招聘：业务人员及拍卖师各一名

公司分立暨减资公告
海南瀚海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0万元。根

据公司股东会决议，海南瀚海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存续分立方
式，分立为“海南瀚海贸易有限公司”和“海南和谐家园实业有
限公司”。分立后海南瀚海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万元，海南和谐家园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
万元。公司分立前的债权债务由海南和谐家园实业有限公司
承担，海南瀚海贸易有限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本公司债权人
可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可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
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联系人：吴女士 联系电话：13637554091
特此公告

海南瀚海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6月6日

三沙市船务管理局根据工作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船员、服
务员等岗位人员共计35名，现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招聘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大管轮、二管
轮、电子电气员、值班水手、值班机工、厨师、服务员（更多职位信
息详见三沙市政府门户网站、南海网人才频道）。

二、招聘条件：年龄：船长、轮机长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大
副、大管轮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下，其他船员35周岁及以下，服务
员30周岁及以下。条件特别优秀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持证：详见三沙市政府门户网站、南海网人才频道《2021年
三沙市船务管理局公开招聘船员岗位需求表》。

身体要求：身体健康，符合交通运输行业标准《海船船员体检
要求》。持有有效的海船船员健康证书。

三、招聘方法：通过资格审查、笔试、面试、实操评估、政审和

考察等程序，择优确定录用人选。
四、薪酬及待遇：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签订劳动合同，按照

现行的《三沙市船员薪酬发放暂行规定》文件规定享受相关工资
福利待遇。

五、报名须知：1.报名时间：自发布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7
月2日止。2.报名方式：网络报名（详见三沙市政府门户网站、
南海网人才频道）或携带相关资料到海口市龙华区坡巷路黎隆
假日酒店304室现场报名。3.报名要求：报名人员通过网络报
名平台的方式报名，填写报名表，以及上传近期1寸免冠照片、
身份证、学历证书、船员证书、海船船员健康证书、户籍所在地或
长期居住地派出所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等证明材料，现场
报名需携带以上材料。4.联系人：郑庆挺、梁淑瑛。5.咨询电话：
16689587846、13637681780。

2021年三沙市船务管理局公开招聘船员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对华为

HS8145C5型号终端版本升级，具体安排时间如下:
1、2021年6月4日4:00-2021年6月31日7:00，海口市

坡博支局地区的华为HS8145C5型号终端版本试点升级，需中
断用户业务使用3分钟左右。

2、2021年6月7日4:00-2021年6月31日7:00，海口市
东营支局、海口市大同支局、海口市凤翔支局、海口市大园支局、
海口市城东支局、海口市大坡支局、海口市滨江支局、海口市丁
村支局、海口市城东营业部、海口市大同营业部、海口市凤翔营
业部、海口市大致坡支局地区的华为HS8145C5型号终端版本
升级，需中断用户业务使用3分钟左右。

3、2021年6月8日4:00-2021年6月31日7:00，海口市
白龙支局、白沙门支局、滨海新村支局的华为HS8145C5型号
终端版本升级，需中断用户业务使用3分钟左右。

4、2021年6月9日4:00-2021年6月31日7:00，海口其
他剩余地区华为HS8145C5型号终端版本升级，需中断用户业

务使用3分钟左右。
5、2021年6月11日4:00-2021年6月31日7:00，白沙黎

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澄迈县、儋州市、定安县、东方
市、乐东黎族自治县地区的华为HS8145C5型号终端版本升
级，需中断用户业务使用3分钟左右。

6、2021年 6月15日 4:00-2021年 6月 31日 7:00，临高
县、陵水黎族自治县、琼海市、屯昌县、文昌市、五指山市地区的
华为HS8145C5型号终端版本升级，需中断用户业务使用3分
钟左右。

7、2021年 6月16日 4:00-2021年 6月 31日 7:00，三亚
市、万宁市地区的华为HS8145C5型号终端版本升级，需中断
用户业务使用3分钟左右。

单个用户MODEM终端的版本升级时间约3分钟，期间将
影响单个用户的业务使用，其他时间不受影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一年六月八日

公告

海口市五公祠画苑小区甲（一）栋
401房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6HN012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位于海口市流芳路1号五公祠

画苑小区甲（一）栋第4层401房，建筑面积：83.34m2，挂牌价为
82.59万元。公告期：2021年6月8日至2021年7月6日。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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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6558026（郭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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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8日

2021年6月7日凌晨00:05海口市公安局水上海岸派出所在
灵山镇东营墟麻余渡口查获一批违规入岛动物(活鸭)40 笼，
5只/笼，共计200只,目前该批活鸭已移交我局农林行政执法大
队，因货主不在现场，该批活鸭目前已被我局农林行政执法大队
暂扣。请上述货主三日内到海口市青年路36号3楼301海口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农林行政执法大队办公室接受调查处
理。如逾期或拒绝接受调查处理，我局将视为货主主动放弃相关
权利，依法对该批货物进行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李勤浩，联系电话：6537630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 2021年6月7日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公告

受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

产进行公开拍卖：对被执行人符致章名下位于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

新二区的 12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 [不动产权证号：文国用

（2000）字第W1900384号]及地上394.38平方米建筑物。参考价：

人民币152.03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

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21年6月24日16：00。2、拍卖

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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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6

月23日17：00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21年6月23日

16：00前到账为准。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户名：海口市龙

华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椰岛支行；

账号:1010852290011385。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21)琼0106

拍委2号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7、特别说明：

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机构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21层B座。

拍卖机构联系电话：0898-66532003、66745877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130025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1)琼0106拍委2号

道歉声明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检察院诉本人破坏海洋生态公益诉讼案

件(具体名单附后)，经海口海事法院审理认定，本人的行为(详见附
表)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破坏了海洋生物种群多样性和海
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性，侵害了海洋生态环境，致使国家和社会公
共利益受到损害。通过法庭审判，本人对自身的过错和危害后果
已有深刻的认识和悔悟。在此真诚地向广大社会群众赔礼道歉，
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行为。附表：

声明人：黄良日卢家宝郑有军陈少虎郑文豹庄光铭王开运
牛 波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案号
(2021)琼72执131号
(2021)琼72执132号
(2021)琼72执133号
(2021)琼72执134号
(2021)琼72执135号
(2021)琼72执136号
(2021)琼72执137号

(2021)琼72执138号

被执行人
黄良日
卢家宝
郑有军
陈少虎
郑文豹
庄光铭
王开运

牛 波

违法行为
未经许可捕捞并销售海龟、玳瑁、珊瑚
未经许可捕捞并销售海鱼、玳瑁、珊瑚
未经许可捕捞海龟，采挖、销售珊瑚
非法盗采并销售珊瑚活石
非法捕捞、盗挖、销售珊瑚和珊瑚活石
未经许可收购并销售海龟、玳瑁
非法捕捞、盗挖、销售珊瑚
禁渔期采用低于国家规定最小网目
尺寸的网具进行非法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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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人们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的火车相
撞事故现场参与救援。

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7日发生两列客运列车
相撞事故，造成至少36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

新华社/美联

巴基斯坦两列列车相撞
至少36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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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6月7日电（记者
李奥）根据俄罗斯法律信息网站7日
发布的文件，俄总统普京当天签署退
出《开放天空条约》法律草案。

据悉，普京签署该草案后，俄方

将在 6个月后正式退出《开放天空
条约》。

2020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
普指责俄罗斯违反《开放天空条约》，
美国国务院随即向该条约其他缔约国

通报退约决定。俄方表示，美国的指
责完全没有根据。同年11月，美国宣
布正式退出该条约。

根据俄方官员本月初的表态，为
促使美方留在《开放天空条约》，俄方

已付出全部努力并尝试了一切办法，
但未能奏效，因此，俄方认为废止该条
约是合乎当前情况的正确选择。

《开放天空条约》于1992年签署，
2002年起生效。条约缔约国可按规

定对彼此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
侦察。该条约是冷战结束后重要的信
任建立措施，有助于提升透明度和降
低冲突风险。美国、俄罗斯和大部分
北约国家签署了这一条约。

普京签署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法律草案

赢得最后“前哨战”默克尔政党添士气

本次萨安州选举另一个值得
注意的地方在于，目前在德国政坛
势头正盛的绿党表现不佳，在6个
主要政党中得票率排名最后。

自2018年下半年起，绿党凭
借减排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在联邦
层面支持率不断走高。近期民调
显示，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
党在联邦层面的支持率与绿党不

相上下，均在25%左右。两党中谁
能在9月大选中成为第一大党仍
不明朗。

绿党已确定该党联合主席之
一、年仅40岁的安娜莱娜·贝尔伯
克为总理候选人。她将是拉舍特
的有力竞争对手。

有分析指出，萨安州属于原东
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德国西部

有一定差距。在该州，左翼党和德
国选择党力量强大，民众对环保主
题不热衷，因此绿党力量较弱。尽
管绿党在该州选举中战绩不佳，但
这并不一定代表其在联邦层面没
有竞争力。对于基民盟而言，来自
绿党的挑战依然不可小视。

（新华社柏林6月7日电 记者
张远）

基民盟在萨安州获胜，一定程度
上显示了其支持率的反弹，显著提升
了该党低落的士气。

今年3月以来，基民盟与姊妹党基
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的3名联邦议院
议员因卷入在政府口罩采购过程中收
受好处费的丑闻而辞职。该事件引发
民众对基民盟和基社盟的信任危机。

近一段时间，基民盟作为执政党
在抗疫方面也受到民众诟病。不少人
抱怨政府的抗疫政策在“封城”和开放
之间反复摇摆，疫苗供应未能得到足
够保障。这使得基民盟在联邦层面的
支持率降低，在民调中多次丢掉榜首

位置。
3月中旬，基民盟在巴登-符腾堡

州与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遭遇惨痛失
利。本次萨安州选举前，民调显示，基
民盟支持率一度落后于德国选择党。
一些媒体曾评论，如果德国选择党在
该州议会选举中击败基民盟，将引发
灾难性政治后果，拉舍特会“名誉扫
地”，“接班”默克尔恐将落空。

6日的选举结果显然提振了基民
盟的士气。基民盟与基社盟在联邦议
院的党团主席拉尔夫·布林克豪斯说，
这场胜利将“顺风助推”基民盟在联邦
层面的选战。

截至当地时间7日凌晨4时的官方
统计结果显示，基民盟获得37.1%的选
票，较2016年州议会选举得票率上升
7.4个百分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
选择党获得20.8%的选票，得票率位居
第二。其他主要政党的得票率分别为：
左翼党11%，社会民主党（社民党）
8.4%，自由民主党6.4%，绿党5.9%。

德国媒体分析，基民盟这次选举
胜利部分得益于地方领导人的个人魅

力。萨安州州长赖纳·哈泽洛夫是基
民盟党员，已在该州连续执政10年。
其间，多家大型企业入驻萨安州，显著
降低了该州的失业率。

另外，新冠疫情暴发后，萨安州一
度是德国疫情重灾区，但近期疫情已
呈现好转趋势，7天感染率（每10万
人7天内新增确诊病例数）已降至联
邦平均值以下，推高了基民盟在该州
的支持率。

德国中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安州）6日举行州议会选举。多
份出口民调显示，默克尔所在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获得大胜。

萨安州选举是9月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前最后一次州选举，有一定
指向性作用，被视作大选最后的“前哨战”。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胜利将
提振基民盟士气，一定程度上巩固基民盟党主席阿明·拉舍特“默克尔
接班人”的地位。

日本奥委会会计部
部长自杀身亡

新华社东京6月7日电 日媒7日报道，日本奥
委会会计部部长森谷靖当日上午在东京一个地铁
站跳轨自杀身亡，警方正在对自杀原因进行调查。

据报道，当天上午9点半左右，森谷靖从位于
东京品川区东京都营地铁线中延站北上站台跳下
轨道，随后撞上正在进站的火车。他之后被送往
医院救治，但两个小时后不治身亡。

东京警方根据现场的情况确认他是自杀，但
表示仍将对事件进行调查。

日本奥委会官网介绍，森谷靖1968年出生在
埼玉县，法政大学毕业，早在2005年就曾作为日
本代表团官员参加过在澳门举行的东亚运动会。

俄美元首会晤在即

乌总统盼与拜登见面
俄罗斯和美国总统定于16日在瑞士日内瓦

会晤，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希望在此
之前与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见面。

泽连斯基接受美国Axios新闻网站记者采
访时说，他已经准备好“任意时刻”在“任何地方”
与拜登见面，希望在俄美元首会晤前与拜登面对
面沟通。“我认为这样的磋商重要，应该面谈，因为
许多事情难以经由电话沟通。我明白由于美国总
统的既定安排和紧凑日程，面对面会晤可能难以
实现，但需要他来做决定。”

据报道，美国政府可能安排拜登与泽连斯基
最早7日通话。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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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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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德国基民盟党主席阿明·拉舍特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一次会议中举起一捧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