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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温泉国际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将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限期缴纳排污费
通知书》（咸温地税限缴字〔2017〕
0002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单
位应及时按通知书中的要求处理相
关事项。

附件：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限期缴纳排

污费通知书
咸温地税限缴字〔2017〕0002

号

咸宁市温泉国际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咸宁市环保局核定你单位2011

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应
缴排污费153019.54元（咸宁环监费
核字〔2011〕0265号、咸宁环监费核
字〔2012〕060号），你单位未按期限
申报缴纳。根据《湖北省排污费征收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
限你（单位）于2017年7月28日前
足额缴纳。逾期拒不缴纳的，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温泉分局
2017年6月22日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温泉分局
限期缴纳排污费通知书送达公告

咸温地税送达公告〔2017〕002号

湖北怡景温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将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限期缴纳排污费
通知书》（咸温地税限缴字〔2017〕
0003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单
位应及时按通知书中的要求处理相
关事项。

附件：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限期缴纳排

污费通知书
咸温地税限缴字〔2017〕0003

号

湖北怡景温泉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咸宁市环保局核定你单位2009

年1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应
缴排污费94305元（咸宁环监费核字
〔2010〕344 号、咸宁环监费核字
〔2011〕0205号），你单位未按期限
申报缴纳。根据《湖北省排污费征收
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
限你（单位）于2017年7月28日前
足额缴纳。逾期拒不缴纳的，将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温泉分局
2017年6月22日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温泉分局
限期缴纳排污费通知书送达公告

咸温地税送达公告〔2017〕003号

咸宁市长安大酒店有限公司 ：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将《咸宁市地方税务局限期缴纳排污
费通知书》（咸温地税限缴字〔2017〕
0004号）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单
位应及时按通知书中的要求处理相
关事项。

附件：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限期缴纳排

污费通知书
咸温地税限缴字〔2017〕0004

号

咸宁市长安大酒店有限公司：
咸宁市环保局核 定 你 单 位

2013年 1月 1 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应缴排污费26000元（咸宁环
监费核字〔2013〕163号、咸宁环监
费核字〔2014〕2-51号），你单位未
按期限申报缴纳。根据《湖北省排
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
条规定，限你（单位）于 2017年7月
28日前足额缴纳。逾期拒不缴纳
的，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温泉分局
2017年6月22日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温泉分局
限期缴纳排污费通知书送达公告

咸温地税送达公告〔2017〕004号

本报讯 通讯员吴雄飞报道：日
前，“全国散装水泥行业统计工作暨
2015-2016年度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表彰会议”在陕西西安召开。咸宁
市散装水泥办公室及统计工作人员
王涛分别获“全国散装水泥行业统计
工作先进单位”和“全国散装水泥行
业统计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来自全国各省、市散装水泥办公
室主任、统计人员300余人参加会
议。会议总结了2015-2016年全国
散装水泥行业统计工作开展情况，并
对统计报表执行中的有关问题进行
讲评。靳平生理事长宣读了《关于表
彰2015—2016年度全国散装水泥行
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
决定》，咸宁市散装水泥办公室获“全
国散装水泥行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称号，咸宁市散装水泥办公室统计工

作人员王涛获得“全国散装水泥行业
统计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大会向获
得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代表进行
了隆重的颁牌表彰。部分省级散装
水泥办公室代表作了经验交流发言。

中国散协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丁
建一同志在会上强调，全国各级散装
水泥办公室统计人员要认真履行工
作职责，爱岗敬业、勇于创新，加强收
集有动态价值的统计信息，受到表彰
的单位和个人要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不断提高散装水泥行业统计工作
水平，在散装水泥绿色产业的发展进
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咸宁市散装办

获全国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咸宁市墙体材料革新与建筑节能办公室协办
地址：咸宁大道168号市住建委七楼 电话：8255137

建筑节能
圆低碳居家梦想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温泉分局
排污费行政强制执行催告通知书送达公告

咸温地税送达公告［2017］005号

湖北咸宁楚天瑶池温泉景区开发有限
公司（更名后：湖北咸宁瑶池温泉酒店
有限公司）：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将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温泉分局排污费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通知书》（咸温地
税强告字［2017］001号）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满30日视为送
达。请你单位应及时按通知书中的
要求处理相关事项。

附：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温泉分局
排污费行政强制执行催告通知书
咸温地税强告字［2017］001号

湖北咸宁楚天瑶池温泉景区开发有限
公司（更名后：湖北咸宁瑶池温泉酒店
有限公司）：

咸宁环保局核定你单位2009年

6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应缴排
污费390661元，你单位未按期限申报
缴纳。我局于2017年5月8日对你单
位下达了《限期缴纳排污费通知》（咸
温地税限缴字【2017】0001号），并公
告送达，你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
十四条，催告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之
后十日内到咸宁市地方税务局办税
服务厅缴纳排位费390661元。

对于上述催告内容，你单位享有
陈述、申辩的权利。如要求陈述、申
辩，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三日
内向我局提出陈述意见。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放弃此权利。我局将依法移
交环保部门提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咸宁市地方税务局温泉分局
2017年6月22日

本报讯 通讯员孙煌报道：今
年以来，崇阳县国地税部门为有效
解决职能交叉、多头管理、信息不
畅等突出问题，紧扣服务深度融
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
等三方面要求，通过务实合作达到
了转变职能、优化服务、规范执法
的目的。

该县国地税部门就深化合作
开展多轮磋商，真诚合作建立了包
括合作办税服务中心管理制度、合
作办税工作制度、联系会议机制、
联合督查机制等四个方面的制度，
进一步对联合征收管理、联合评估
稽查、联合税收分析等制度进行完
善和固化，为国地税全面合作提供
了制度保障。双方联合开展户籍
清理比对、联合开展个体税收管
理、联合加强专业市场管理、联合

开展税款委托代征等四项工作，制
定《联合稽查方案》，实现一个团
队、一次进户、一次取证，分工合
作、各税统查、资源共享，提高了稽
查效率。

国地税加强合作，提升了管
理、服务和执法水平，实现了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三方受益，达到了
税费征纳成本1+1<2、办税效果
1+1>2的综合效应。

崇阳县国、地税局深化合作促服务

新华社杭州6月22日电 在22日召
开的全国“互联网＋人社”推进座谈会上，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人表示，9月底前基
本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随着城镇化加快发展，各类参保人员
在城乡间、区域间加速流动，异地安置、异
地居住、异地工作更为普遍，加之医疗资源

分布不均，群众异地就医需求呈快速上升
态势，异地就医结算问题日益突出。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全
国推进医保信息联网，实现异地就医住院
费用直接结算。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说，
各地要把这项工作作为今年的重点督办任

务，整合资源，加快接入国家异地就医结算
系统，确保9月底前基本实现全国联网和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任务
目标。同时，要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医保
服务模式，让群众就医更加便捷。“这方面
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有不少借助手机客户
端、微信等渠道开展医保服务的例子，值得

认真总结，优化推广。”尹蔚民说。作为基
础支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在推进社
会保障卡的普及和应用，增强线上支付能
力，力争尽快实现全国社会保障一卡通。

我国的第一张社保卡是1999年在上
海发出的。历经18年，全国统一标准的社
保卡持卡人数已迈过10亿门槛。

我国跨省住院费用将直接结算
9月底前基本实现

找不到的“大学”
——虚假大学再调查

教育部日前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截至2017年5月3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
计2914所。与此同时，虚假大学问题再次
引起关注。

只有网站，但找不到的“大学”

“上大学网”创始人夏雪告诉记者，今
年高考前后，“上大学网”收到不少来自网
民举报的疑似虚假大学信息，他们将进一
步进行甄别。

记者打开疑似虚假大学“北京贸易管
理学院”的官方网站，发现其简介内容与此
前已曝光的虚假大学“北京商贸工程学院”
一样，自称“创建于1983年，是一所多学科
全日制综合性民办本科院校，现有教职工
230多人，各类学生8000多人”。

但官网上没有地址和联系方式，互联
网地图服务网站和手机应用中也找不到该
学校。记者通过网络检索发现，有网友称
该校位于北京通州经济开发区，也有人说
是在通州梨园镇。

记者日前来到位于张家湾镇的北京通
州经济开发区，发现当地基本都是厂房。
张家湾镇中心小学职工和当地居民均表
示，从没听说过北京贸易管理学院。记者
随后来到梨园镇，梨园镇政府工作人员表
示，当地没有这所学校。

北京市通州区教委办公室主任李壬戌
介绍，通州区没有名为“北京贸易管理学
院”的学校，当地能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的
公办普通高等院校是北京物资学院，而经
批准的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仅有北京财

贸职业学院。
在北京市教委2016年公布的84所正

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名单上，“北京贸易管
理学院”也不在列。

“陕西孙思邈国医药学院”是“上大学
网”提供的疑似虚假大学，其官网显示地址
是西安市雁塔区，但无详细门牌号。记者
在网上搜索出其地址为“西安市丈八东路
12号副一号”，但实地采访发现，丈八东路
12号是一家医院，门卫说不知道有这个学
校，也不知道副一号在哪里。附近的居民
均表示不知道有这个学校。

疑似虚假大学“西安信息机电学院”官
网上显示的地址是西安市东仪路南段1
号。记者开车沿着东仪路走了个来回，也
没有发现这所学校。经过一家正规的民
办高校门口时，记者询问该校的门卫，两
名门卫均表示不知道这所学校，还问记者
是否咨询上学的事，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
骗。

记者就这两所学校的情况询问了陕西
省教育厅民办教育处，得到的答复是这两
所学校在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里都没
有，有一所名字很接近的学校叫“陕西孙思
邈国医药专修学院”，2014年至2016年年
检均不合格，已停止招生。教育厅曾在
2016年4月发布过警惕所谓“陕西孙思邈
国医药学院”虚假招生的预警。

夏雪介绍，虚假大学是指子虚乌有的
大学，“没有实体，根本找不到，电话是假
的，唯一存在的方式是网站，而且绝大多数
是在境外注册的域名。”

买考生信息，卖假文凭牟利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根本不存在的虚
假大学不可能靠招生来牟利，高考生通过
正常渠道填报志愿，不会成为虚假大学的
受害者。虚假大学的真实目的是卖假文凭
牟利，那些相信花钱可以买到文凭以及知
假买假的人，才是虚假大学的目标客户。

高考落榜生是虚假大学的潜在目标，
也是他们主动出击进行诈骗的对象，而考
生个人信息的泄露降低了他们的行骗成
本。

记者在几个诸如“高考名单”“2017招
生资源”QQ群中发现，类似“河南名单谁
有”“湖北江苏全省高招名单需要速联系”
等买卖考生信息的聊天内容不少。

一位自称掌握多省高考资源的网友表
示，2000元就可以买五万条四川绵阳的考
生名单。当记者询问“能不能先发几条，看
看名单是否真实可靠”，对方发来一张考生
名单截图，包含学校、姓名、性别及联系电
话。记者通过打电话和微信搜索等方式，
验证截图中18位考生的身份属实。

拿到名单后，这些虚假大学大量群发
短信或所谓的录取通知书，坐等上钩者。
由于成本极低，哪怕只有极少比例的人上
当受骗，他们的利润也非常可观。

据调查，为方便行骗，很多虚假大学网
站均有虚假的在线学历查询等入口，为假
文凭做假认证。曾在“上大学网”担任内容
总监、多年来从事虚假大学核实甄别工作
的谌江平介绍，不法分子会建一些仿冒教

育部“学信网”的非正规查询验证平台，将
被骗者个人信息及毕业信息建档联网。假
文凭的交易价格从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

花钱买假，助长虚假大学泛滥

据了解，“上大学网”从2013年开始总
共推出了六批虚假大学警示榜，挖出了400
多所虚假大学。记者试图在网上再次登录
这些上榜的虚假大学，结果弹出“您输入的
网址无法访问”，说明这些网站已被关闭。

虚假大学为何屡禁不绝？记者调查发
现，一方面是因为网站建设手续简单、成本
极低，且在境外注册容易逃脱监管。另一
方面，一些花钱买假的人也助长了虚假大
学的泛滥。“上大学网”对虚假大学受害者
分析发现，有的人明知证书是假，但因为报
考、升职、入户等需求，所以花钱买假文凭。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
示，对虚假大学的监管不仅是教育部门一
家的责任，建议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
制。虚假大学属于明显的诈骗行为，应像
治理电信诈骗一样，纳入网络虚假信息的
管理范畴。虚假大学大多通过互联网进行
诈骗，隐蔽性、流动性强，公安网监部门应
进行有效督查。

据新华社

阿富汗南部遭炸弹袭击
致65人死伤

新华社喀布尔6月22日电 阿富汗官员22日向
媒体证实，阿南部赫尔曼德省首府拉什卡尔加当天发
生一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5人死
亡、50人受伤。

赫尔曼德省政府发言人奥马尔说，袭击发生在当
地时间12时左右，遭袭的是位于拉什卡尔加市区的一
家当地银行。

奥马尔说，袭击发生时很多人正在排队等待进入
银行办理业务。目前，伤员已被转移到邻近医院接受
救治。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极端组织炸毁努里清真寺
伊总理：极端组织已面临失败

新华社巴格达6月22日电 伊拉克军方21日证
实，极端组织炸毁了位于摩苏尔老城的地标性建筑：努
里清真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这意味着极端组
织已经承认失败。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发表声明说，伊拉克反恐
部队当天在摩苏尔老城区继续推进，在推进至距努里
清真寺约50米时，极端组织炸毁了努里清真寺和历史
悠久的宣礼塔。

极端组织随后曾指责是美军炸毁了努里清真寺，
但遭到美军否认。伊拉克军方说，炸毁努里清真寺是
极端组织犯下的又一个历史性罪行。

北约战机抵近俄防长飞机
北约官员：例行升空侦查

新华社莫斯科６月22日电 北约战机一天之内
两次在波罗的海上空抵近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乘坐
的飞机。

21日，绍伊古乘飞机前往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
勒州、主持俄罗斯国防部工作会议。在飞行到波罗的
海国际水域上空，一架北约国家的F-16战机企图靠
近绍伊古的座机。一架护航的苏-27战机随后立刻飞
到俄防长座机与F-16战机之间，并亮出机翼下方挂
载点上的武器，摇摆机身使机翼上下摆动以发出警
告。此后，这架F-16战机退却并远离。

一名北约官员当天表示，北约并不清楚当时谁在
飞机上。当有不明身份的飞机接近北约领空，北约会
例行升空侦查，一旦确认对方飞机的身份就会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