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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起

国家安全部开通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 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为加强对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间谍行为和
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线索的举报
受理工作，自 2018 年 4 月 15 日起，国
家安全部开通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
网站 www.12339.gov.cn，接受组织和

个人的举报信息。
任何组织和个人可通过登录该
网站，对发现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
为、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
为的情况线索进行举报，也可以拨打

全国统一的举报受理电话“12339”进
行举报。国家安全机关将依法受理
举报信息并对有关组织和个人依法
举报的行为予以保密。对举报属实、
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积极贡献的，国

家安全机关将予以奖励；如借举报名
义故意捏造、谎报情况或诬告他人
的，妨碍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或造成其
他不良社会影响的，国家安全机关将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中国法治实施报告》在京发布

生态环境部

26 个省级政府成立了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

水站建设第一阶段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据中新网 4 月 16 日消息 近
日，生态环境部通报 2018 年 4 月
上半月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站
(以下简称水站)建设进展情况。
通报指出，在各地共同努力下，水
站建设已完成序时任务要求，第
一阶段任务圆满完成。
通报指出，水站建设取得积
极进展。截至 2018 年 4 月 12 日，
959 个需地方新建的水站中，除黑
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青海部
分断面和甘肃个别断面因处封冻
期暂无法施工外，其他 842 个水
站已全部完成站房征(租)地、通
水、通电、通讯、通路和场地平整
等各项任务，顺利实现站房开工

建设。
通报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压
实责任、细化措施、狠抓落实，确
保 7 月底全面保质完成水站建设
任务。一是扎实推进水站站房建
设，切实保证工程质量，严格廉政
纪律要求，将水站建成高标准、高
质量生态环境监测地标。二是国
家投资、地方建设的水站还有 12
个没有建成，有关地方务必加快
推进。三是加快仪器设备填平补
齐工作进度，确保已建水站 5 月
底前顺利联网。四是进一步强化
水站文化建设，丰富和拓展水站
文化属性，引导社会公众走进监
测、了解监测、信任监测。

据人民网北京 4 月 15 日电 由中国
行为法学会和中南大学联合推出的
《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17）》
（以下简
称《报告》
）14 日在北京发布，
《报告》显
示，中国法治实施成效显著，实施效率

教育部

进一步提高，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呈
现有质感的进步。
《报告》称，截至 2017 年底，国务院
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消减 44%，非行政
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

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 90%，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 74%，职业资格
许可和认定大幅减少。26 个省级政府
成立了法治政府建设领导小组，沟通
协调机制日益健全。

持续推进国家安全教育进校园活动

据《光明日报》消息 为使广大学
生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
家安全意识，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
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
意见》，明确了构建完善国家安全教
育内容体系、研究开发国家安全教育
教材、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改
进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活动、推进国家

安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丰富国家安
全教育资源、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师资
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国家安全教育教
学评价机制等 8 项大中小学国家安
全教育重点工作。
据悉，教育部将编制国家安全教
材编审指南，明确各学段教材编审原
则。在大学现有相关课程中丰富和

充实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组织编写
高校国家安全专门教材。组织修订
中小学相关教材，语文、思想政治、道
德与法治、历史、地理、信息技术等课
程要强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土
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安全意识。

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透支催收公告
截止 2017 年 12 月 15 日，因下列客户信用卡账户透支款项严重逾期，
经我行多次催收，
仍未还清透支款项，
为维护我行合法权益，现予以公告。
请下列客户在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透支本息。否则，我行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
向公安机关报案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此也一并提醒其他逾期透支的我行信用卡客户及时归还信用卡透支本息。否则，我行将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玉树分行
2018 年 4 月 17 日
姓名

证件号

卡号

白玛东周 632721197601100017 4637580005806330

委案金额

逾期天数

委案金额

逾期天数

姓名

证件号

卡号

委案金额

逾期天数

23994.81

1153

尕松扎西 632721198505230510 6282680071802065

20926.48

63

永丁

632725198407150037

6259980005691108

74075.45

340

巴丁松毛 632721199101260523 6282680071802289

20719.57

63

尼玛扎西

632721197711290018

4637580007178597

97283.82

620

姓名

证件号

卡号

张玉

632721197306160025 4637580005522556

64436.84

1883

俄格

63272119630407003X 4637580006036465

173844.3

1198

侯勇

630105197508142015 4637580002739385 301708.93

1540

桑周

632725197011200013

6228360178681897

50236.76

265

索昂扎西 632721196307110017 4637580006537140 122921.58

1441

季霞青

632721196212280021 4637580004215038 569777.21

1783

耿晓英

632721196906280069

4637580006711869

819754.68

1760

才仁忠尕 63272219720818242X 4637580012140483

132

看着

632721197707150522 4637580006033868

1708

索南达杰

632721198005060017

6259980020757660

32093.53

76

171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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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税稽公﹝2018﹞21号
青海洪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6301035649541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
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
（宁国税稽处﹝2017﹞166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
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
33号）之规定，
你公司取得已证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进项税金补缴增
值税2,146,756.84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
对上述应追
缴增值税从滞纳税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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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到西宁市城中区国家税务局办
税服务厅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
并按照规定进行账务调整。逾期未
缴清的，
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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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内依法向西宁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西宁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4月17日

宁国税稽公﹝2018﹞22 号
青海洪福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6301035649541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
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宁国税稽罚﹝2017﹞119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对你公司
少缴税款2,146,756.84元处以百分之五十的罚款,计1,073,378.42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
对你公司未
按照规定保管账簿、
记账凭证等涉税资料的违法行为，
处2,000.00元的罚款.
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西宁市城中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
务厅缴纳入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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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内依法向西宁市国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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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
采取强制执行措
施，
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西宁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4月17日

宁国税稽公﹝2018﹞23 号
青海兴农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630105757411354N）：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
定，
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
（宁国税稽处﹝2018﹞12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
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应补缴 2005 年至 2012 年
的增值税1,439,630.21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
对上述应
追缴增值税从滞纳税款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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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到西宁市城北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
务厅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
并按照规定进行账务调整。逾期未缴
清的，
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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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日内依法向西宁市国家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西宁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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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税稽公﹝2018﹞24 号

青海兴农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
91630105757411354N）：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
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宁国税稽罚﹝2018﹞12
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
对你公
司少缴税款1,439,630.21元处以百分之五十的罚款,计719,815.11元。
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西宁市湟中县国家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缴纳入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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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日内依法向西宁市
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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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规定，
采取
强制执行措施，
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30日，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西宁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2018年4月17日

宁国税稽公﹝2018﹞25 号
青海日章商贸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30105MA7526MYXU）：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
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宁国税稽罚告
﹝2018﹞1 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三十
七条之规定，拟对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给予 300,000.00
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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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对你公司罚款 10000 元（含 10000 元）以上，你公司有要求听证
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公告书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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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 日，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西宁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2018 年 4 月 17 日

宁国税稽公﹝2018﹞26 号
青海度边物资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630105MA7526MT9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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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现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
（宁国税稽
罚告﹝2018﹞2 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和第三十七条之规定，拟对你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
为给予 300,000.00 元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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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对你公司罚款 10000 元（含 10000 元）以上，你单位有要求听
证的权利。可自收到本公告书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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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满 30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西宁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2018 年 4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