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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海 口 信 顺 康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MA5RCRJ78N）:

因你公司走逃失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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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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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违法事实

1.国家税务总局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税务局稽查局《已证实虚开通

知单》，证实霍尔果斯市星美今晟国际广告有限公司向你公司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2份（发票代码：6500153130，发票号码：03163000、

03164105，发票金额3,198,113.21元，税额191,886.79元，价税合计

3,390,000.00元），为虚开发票。

你公司取得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16年8月向税务机

关申报抵扣税款。

2.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税务局稽查局《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证实

绍兴恋兹商贸有限公司向你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76份（发

票代码：3300161130，发票号码：12559526-12559550，13028626-

13028642，20107077-20107081，24771016-24771040，24908076-

24908100，24911746-24911767，24911774-24911795，25048061-

25049430，25107066-25107076，25107082-25107120，25235107-

25235164，25235235-25235250，27911768-27911773，发 票 金

额合计 36,655,315.57 元，税额合计 6,230,953.43 元，价税合计

42,886,269元），为虚开发票。

你公司取得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于2016年11月、

2017年1-4月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

3.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已证实虚开通知单》，

证实杭州磊夕贸易有限公司向你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62份

（发票代码：发票代码3300154130，发票号码：17838956-17838976、

08374307-08374310、08344206-08344242，发票金额5,924,926.43

元，发票税额1,007,237.57元，价税合计6,932,164元),为虚开发票。

你公司取得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于2016年11月和

2017年1月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

4.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已证实虚开通知单》，

证实杭州旭虎贸易有限公司向你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5份

（发票代码：3300161130，发票号码：08357436-08357452、17701401-

17701433、17701446-17701450，发票金额5,305,768.48元，发票税

额901,980.52元，价税合计6,207,749元),为虚开发票。

你公司取得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分别于2016年12

月、2017年1月-2月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

你公司2016年至2017年取得他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

务机关申报抵扣增值税8,332,058.31元。你公司的虚假纳税申报行

为导致少缴纳增值税8,332,058.31元、城市维护建设税583,244.08

元、教育费附加249,961.75元、地方教育附加166,641.17元。同时，

你公司走逃失联，躲避税务机关检查。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第三

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三条、《国务院

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2005年第448号）第二条、第三条、《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地方

税务局关于开征地方教育附加的公告》的规定。

（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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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的规定，对你公司少交的增值税、城市

维护建设税拟处以50%的罚款，罚款金额分别为4,166,029.16元、

291,622.04元，罚款合计4,457,6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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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元（含10000元）以上，你公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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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

联系人：常先生、洪先生；联系电话：0898-66969087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1年1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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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4号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注销定国用（2007）字
第11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华田（海南）置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用地位于南丽湖旅游开发区北侧，土地面积为276379.5平

方米，土地用途为旅游业用地，土地证号为定国用（2007）字第117号。
定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无偿收回华田（海南）置业有限公司

276379.5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定府〔2018〕16号），已
经依法送达你公司。经你公司申请，2021年9月18日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了（2021）琼行终273号《行政判决书》，维持定安县人民
政府作出的无偿收地决定，此判决为终审判决并已经依法生效。

根据《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现依法公告注销你公司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和定国用（2007）字
第11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特此公告。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17日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注销定国用（94）字
第2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海南华田环亚实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用地位于南丽湖环湖路高尔夫球场西侧，土地面积为

7382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兴建珠宝商住楼用地，土地证号为定国用
（94）字第27号。定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无偿收回海南环亚工
艺品厂（海南华田环亚实业有限公司）73820平方米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决定书》（定府〔2018〕14号），已经依法送达你公司。经你公司
申请，2021年9月18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21）琼行终
272号《行政判决书》，维持定安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无偿收地决定，此
判决为终审判决并已经依法生效。根据《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
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现依法公告注销你公司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登记和定国用（94）字第2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特此公告。

定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17日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12月2日上午10:00在临高县人民

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会议室现场公开整体拍卖：政法小区18套住宅
房地产及党校小区18套住宅房地产（房产拍卖清单备索）。特别说
明：（1）本次拍卖标的尚未办理《不动产权证书》；（2）本次拍卖标的
所分摊的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划拨用地，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划拨地
需补交相应的土地出让金，该费用全部由买受人承担；（3）拍卖成交
后买受人须在10日内付清余款。整体拍卖参考价：3624万元，竞
买保证金363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2月
1日止。标的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2
月1日下午17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
账为准）。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906室。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公司网址：
http://www.hnhxpm.net

我局于2021年10月19日刊登在《海南日报》A14版，
位于万宁市东澳镇神州半岛老爷海西北侧地段地块编号为
万让2021- 41号地块《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
牌出让公告》，因故延期挂牌出让，现将延期事项公告如下：

1、报名时间延期至2021年11月26日17:00止（以竞
买保证金实际到账为准），我局将在2021年11月26日17:30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2、挂牌截止时间延期至2021年11月29日15:00；
3、其他事项不变。

万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17日

万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公开挂牌出让延期公告

建设单位为海南信海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用地位于琼海市博鳌镇
文山路，公司编制《博鳌海鸭湖颐园项目A03-01、A04-04地块机动
车停车位论证报告》，拟将A03-01地块停车位570辆修改为162辆，
A04-04地块停车位80辆修改为59辆。为了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
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日（11月17日至12月16日）。
2.公示地点：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http://qionghai.hainan.

gov.cn/zfxxgkzl/bm/gtj/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518室；地址：琼
海市嘉积镇金海路233号；邮编：571400。（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
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62842789，联系人：蔡女士。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16日

琼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博鳌海鸭湖颐园项目A03-01、A04-04地块机动车停车位论证报告的公示

印刷厂老城印刷中心设计项目
中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印刷厂老城印刷中心设计项目

（HNRBYSC-2021-4）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

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中标结果是：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期：2021年11月17日至2021年11月19日，如

对中标人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公开

采购委员会署名投诉。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付先生 0898-66810108。

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11月17

日00:00－06:00对定安网络系统进行优化。届时，定安县

宽带上网使用将受中断1个小时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海 南 福 源 灏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100698948759D，法定代表人：黄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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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
税一稽罚〔2021〕1001号）公告送达。

我局对你公司的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
进行了检查。经你公司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做出《税务
行政复议决定书》（琼税复决字〔2020〕第17号)，撤销了原海南省国家
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一稽罚
〔2017〕11号），并责令我局查清事实后重新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现
对检查发现的税收违法行为重新作出处罚决定如下：

一、违法事实
以虚假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你公

司取得的7份虚假的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号码分别为：
2223201011026202638-L02、532020111022550266-L02、221020
111230612983-L02、221020111230614326-L02、2210201112306
14328-L02、532020101229250086-L02、532020101229250083-
L02，已申报认证增值税进项税额合计842,079.45元，其中：2010年10
月58,071.42元，2010年12月196,957.35元，2011年2月226,167.71
元，2011年6月196,493.84元，2011年10月164,389.13元。

二、处罚决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四条、第

八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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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款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打击制售假发票和非法代开发票专
项整治行动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40号）第三条的规定，
你公司2010年、2011年取得的7份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均

为虚假票据，已认证抵扣的税款合计842,079.45元应作进项税额
转出，具体为：2010年10月58,071.42元，2010年12月196,957.35
元，2011年2月226,167.71元，2011年6月196,493.84元，2011年
10月 164,389.13元。经检查调整，你公司2010年应补缴增值税
108,331.51元、2011年应补缴增值税733,747.94元，合计应补缴增
值税842,079.45元。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你公司前述“以虚假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抵扣增值税进
项税额”行为定性为“偷税”。对你公司“以虚假海关进口增值税专
用缴款书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手段造成2010-2011年少缴增值
税合计842,079.45元的偷税行为处以0.5倍罚款，罚款金额合计
421,039.73元。

以上罚款金额共计421,039.73元。限你公司自本决定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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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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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66969540；联系地址：海口市城西路22号国家税务总
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联系人：陈女士、吴女士。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2021年1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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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8号

直到前几年，执法官局调查人员
把康拉德上世纪60年代在克利夫兰
填写的文件，同兰德尔2014年向波
士顿联邦法院申请破产等近年填写
的文件做比对，真相才开始浮出水
面。调查人员发现，兰德尔今年5月
因肺癌去世，讣告提到的生日、父母
姓名与康拉德相似，他的母校和出生
地点与康拉德一样。

调查人员上周前往波士顿，案

件终于告破，但已无法把康拉德绳
之以法。

康拉德作案一年后，化名兰德
尔，定居波士顿郊区的林恩菲尔德
镇，日子过得十分低调。他先是在一
家乡村俱乐部当职业高尔夫球手，后
来找到第二份工作，出售高档汽车。
据《纽约时报》报道，他喜欢看《重返
犯罪现场》等犯罪调查电视节目。讣
告写道，在妻子和女儿眼中，兰德尔

是“优秀的厨师，任何烹饪节目都爱
看，乐于尝试新菜谱”。

执法官局法警皮特·埃利奥特告
诉《纽约时报》，兰德尔家人不会因为
没有主动告知警方兰德尔临死前的
坦白而受到起诉。

埃利奥特的父亲约翰·埃利奥
特生前也在执法官局工作，住在
康拉德上班地点附近，是案件调
查人员之一。“我父亲从未停止搜

寻康拉德，到 2020 年去世时仍未
放弃破案。”按照埃利奥特在执法
官局通告中的说法，是父亲帮助
他们借助文件对比最终查到康拉
德的下落。

埃利奥特希望，解开这个数十年
的谜团能够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只
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并不总是有
着电影那样的结局”。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隐姓埋名法外逃亡逾半世纪

美国银行大盗临终前亮身份

今春某日，美国马萨
诸塞州波士顿市，行将就
木的古稀老人托马斯·兰
德尔向家人坦白：自己年
轻时曾从俄亥俄州克利夫
兰市一家银行窃走20多
万美元，并因此被通缉了
52年。

一桩半世纪悬案就此
告破。《华盛顿邮报》15日
援引美国司法部执法官局
通告报道，托马斯·兰德
尔，真实姓名为西奥多·
“特德”·康拉德，曾是美国
“头号通缉犯”之一。

1969年7月11日，时年20岁的
康拉德像平常一样到克利夫兰闹市
区的社会国民银行上班。下班时，他
带走一个纸袋，里面塞着21.5万美
元现金，相当于今天的170多万美
元。那天是星期五。同事星期一上
班时，发现康拉德没来、钱也不见了，

连忙报警，但两天时间已足够康拉德
逃之夭夭。

这是俄亥俄州历史上金额最大
的银行窃案之一。

调查人员发现，案发前一年，康
拉德沉迷于电影《托马斯·克朗事
件》，足足看了6遍。好莱坞动作明

星史蒂夫·麦奎因在这部1968年上
映的影片中扮演一名百万富翁商人，
因无聊而策划抢劫银行。康拉德向
朋友吹嘘，要从他工作的银行偷钱会
是多么简单，甚至告诉朋友自己会怎
样作案。

案发后，联邦调查人员在首都华

盛顿、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俄
勒冈州和夏威夷州搜捕康拉德。一
时间，他成为《美国头号通缉犯》《未
解之谜》等真实犯罪分析类电视节目
的关注对象。

几个月，几年，几十年过去了，康
拉德及其所窃现金一直下落不明。

监守自盗——俄亥俄州历史上金额最大的银行窃案之一

拨开迷雾——作案一年后化名低调生活52年

新华社东京11月16日电 据日本媒体16
日报道，日本汤浅公司与关西大学合作开发出
一款轻型锂硫电池，其质量能量密度可达现有
锂电池的近两倍。

据《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
介绍，锂硫电池是一种以硫作为正极活性物
质的蓄电池，理论上相同尺寸情况下，锂硫电
池的容量可达传统锂电池的8倍，但却存在
电导率低、中间产物易溶于电解液等问题。
而最新开发出的锂硫电池采用了有微孔的碳
粒，不仅提高了电导率，还使中间产物不易溶

于电解液。此次研发的锂硫电池容量为8安
培小时。

目前常用于纯电动汽车的锂电池质量能量
密度约为200至300瓦时每千克，此次开发的
锂硫电池质量能量密度则超过了370瓦时每千
克。汤浅公司表示，希望到2023年能将其锂硫
电池的质量能量密度提至500瓦时每千克。

本项研究是日本新能源和产业技术综合开
发机构某电动飞机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开发出
一款可安装在电动飞机上的重量轻、容量高的
蓄电池。

日本开发出一款
高能量密度锂硫电池

新华社莫斯科11月16日电（记者黄河）俄
罗斯联合造船集团下属波罗的海造船厂16日宣
布，俄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西伯利亚”号当天
驶离该造船厂的舾装码头前往芬兰湾，并将在那
里完成一系列海试任务。

接下来的3周，测试团队将检查“西伯利亚”
号的机械和设备运行情况，包括检测蒸汽涡轮机
组、船舶电力推进系统、轴线和甲板装置的运行
等。此外，海试任务还包括检验核动力破冰船的
导航和通信系统功能等。

俄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是当前世界上动

力最强的破冰船，其主要任务是开发北方海路的
运输潜力。“西伯利亚”号是波罗的海造船厂建造
的第二艘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预计将于今年
年底交付。

俄首艘22220型核动力破冰船“北极”号于
2020 年 10 月正式交付，开始服役。该船长
173.3米，宽34米，排水量3.35万吨，可破除3米
厚冰层。

除“北极”号和“西伯利亚”号外，俄还有3艘
该型核动力破冰船在建，分别为“乌拉尔”号、“雅
库特”号和“楚科奇”号。

俄罗斯“西伯利亚”号
核动力破冰船开始海试

科技前沿

北半球陆地上月
创140多年来同期最热纪录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5日说，上月是
北半球陆地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10月，同时是全
球范围内第四热的10月。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辖国家环境信
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10月由于北半球陆地普遍
出现罕见温暖天气，北半球陆地平均温度以0.11
摄氏度之差打破2019年同期创造的纪录，成为自
1880年开始相关记录以来最热的10月。其中，
北美陆地平均温度仅次于1963年同期水平，非洲
和亚洲陆地平均温度分别排在有记录以来第7高
和第12高的位置，欧洲陆地平均温度也超出历史
平均水平。

全球范围内，今年10月陆地和海洋表面平均
温度比20世纪同期平均温度14摄氏度高0.89摄
氏度，仅次于2015年、2018年和2019年同期平
均温度。另外，有记录以来最热的8个10月全部
出现在最近8年；今年1月至10月全球热带风暴
总数达86个，超出历史同期正常水平。

按照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说法，今年
有99%可能性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之一。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乌干达首都发生两起爆炸袭击事件
已致6死33伤

11月 16日，人们在乌干达坎帕拉爆炸现场
灭火。

乌干达警方16日说，乌首都坎帕拉市当天发
生两起爆炸袭击事件，已造成6人丧生、33人受
伤。死者中包括3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反恐应急
小组已抓获第4名袭击者，并在其家中找到一个尚
未引爆的简易爆炸装置。警方正在追捕参与此次
袭击的其余恐怖分子。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