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 3700元
一辆纯电动汽车租回家
6月 5日，在杭州转塘街道象山社区，两位居民

将租赁的纯电动汽车停在路边。 社区在路边围栏上
新安装了小型充电箱，投入使用后可方便居民充电。
这是国内首个纯电动汽车示范社区。

据了解， 居民只需每年支付 3700 元左右的租
金、连续租赁 3 年，就能获得一辆纯电动汽车的使
用权。 目前社区已有 707位居民办理了手续。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昨日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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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点政策底显威
本报海口 6 月 5 日讯（记者陈平）沪综指 2000

点的政策底支撑今天再次发挥作用， 除了早盘低开
最低见到 2016.18点外，便一路震荡上行，午后更是
放量大涨，终盘收出一根中阳抱阴线，一举收复昨天
的失地。 沪综指报收 2040.88 点，涨 16.05 点，涨幅
0.79%，深成指报收 7303.63 点，涨 80.50 点，涨幅
1.11%， 创业板更是一马当先， 强势上行， 涨幅
2.55%，报收 1355.48点。

走势上，保险、银行等权重板块护盘，文化传媒板
块则一枝独秀，涨幅 4.01%，博瑞传播、天威视讯、粤传
媒强势涨停。 中超概念、互联网概念涨幅均超 4%。 两
市无明显下跌板块。两市 2267家个股上涨，仅 326家
个股下跌，多达 25只非 ST股强势涨停，无个股跌停。

美中不足的是， 两市成交量仍无法放大， 只有
1400亿元，显示仍是场内存量资金在折腾，没有增量
资金的入场，大盘能走多远，行情是否有持续性均值
得打一个问号。 所以明天的大盘表现将变得至关重
要。若有利好配合放量继续上涨，特别是大涨长阳，则
后市不妨看高一线。 反之，目前大盘 2061-2050 点
区间的压力区，如果无法携量突破，那么今天的中阳
行情可能是一日游， 明天大盘就可能惯性冲高后回
落。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多个洋品牌儿童用品查出不合格

花王纸尿裤被点名
本报讯 国家质检总局近日通报，已

查出 2841 批次不合格进口儿童用品，
“H&M”、“GAP”、“花王” 等多个知
名洋品牌因此被点名。

进口婴幼儿和儿童服装是查出问
题批次最多的产品， 集中在甲醛、pH
值、色牢度、纤维成分与标志不符等。
进口纸尿裤也是孩子们用的比较多

的，日本产“花王”品牌纸尿裤包装破
损， 如使用易引起婴幼儿生物致病危
害 。 进口儿童玩具上 ， 德国 产的
“HABA” 品牌娃娃玩偶， 检出小零
件拉力不合格，存窒息风险；澳大利
亚产袋鼠玩具自由绳索长度超限，极
易造成婴幼儿缠绕窒息。

（来源： 新京报）

名称已确定 规划正定稿

京津冀一体化规划最快月底上报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张彬 朱峰) 京津冀一体化渐行渐
近。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现在
到定稿阶段了，最快月底上报国务院。 ”
接近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人士表示， 端午
节之前，国家发改委召开内部会议商定
规划，目前规划的名称已基本确定，即京

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 据发改委地
区司相关人士透露， 该规划有可能很快
出台。

上述消息人士表示， 目前对规划的
争议还很多，其实到了最后阶段就是利
益博弈，北京、天津、河北三方如何平衡，
而规划最关键的就是京津冀分几大块，

各块功能怎么定，有几个中心，有几个副
中心。

据记者了解， 发改委已初步将京津
冀区域划分为四大功能分区，即西、北部
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发展区(覆盖承德、
张家口)，中部优化调整区(北京、天津、廊
坊、唐山)、南部制造业与耕作业区(覆盖

石家庄、保定、沧州)、东部滨海临港产业
发展区(覆盖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

在四大功能分区的基础上， 京津冀
的总体布局也已具雏形，即“两核三轴
一带三重点”，“三轴” 指京津塘主轴、
京 - 保 - 石拓展轴、 京 - 唐 - 秦拓展
轴，“一带”指沿海经济带，三个重点开

发地区包括中关村、天津滨海新区、曹妃
甸工业区。

另外，消息人士透露，京津冀一体化
协同发展的区域包括北京、 天津和河北
全省，其核心内容是首都经济圈，首都经
济圈是指围绕首都的城市再加上石家
庄、邢台、邯郸。

受利好推动大幅反弹

比特币悄悄涨了 80%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新媒体专

电 外国媒体称，在好消息接踵而至的情
况下，比特币价格与 4 月份的低点相比
上涨了 80%。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
6 月 3 日报道，，比特币的价格 4 月份触
及 360 美元的低点， 自 4 月 25 日开始
一直徘徊在 450美元左右。 但是自 5月
20 日以来， 比特币的价格开始一路攀
升，现在为 665美元。

报道说， 此次比特币价格上扬的具
体原因还很难讲。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
行的比特币 2014 大会于 5 月 17 日闭
幕，共吸引 2000名与会者。

主办方比特币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
米奇·马尔卡说：“有 51 个国家的代表
参加了会议， 而且所有人对于比特币在

各自国家的发展都有一些积极的消
息。 ”

另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 6 月 3
日报道， 苹果公司的最新政策转变也对
比特币的上涨起到了一定作用。

报道说， 此前苹果排斥或删除一
切允许使用虚拟货币的应用程序。 但
在周一的世界开发者大会期间， 最新
版的苹果应用商店指引中这样描述，
“应用可以被用于经批准的虚拟货币
的转账， 前提是它们符合在该应用的
功能覆盖领域适用的， 所有的州以及
联邦立法。 ”

这就是说，比特币可用于从苹果应用
程序商店进行下载或应用程序内购买。

报道还说， 谷歌的安卓平台已经接
受这种电子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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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武警海南省边防总队训练基地一期高低压配电系统项目。 招
标人：武警海南省边防总队后勤部。 招标代理：浙江华耀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规模：安装一台 630KVA主变压器及配套的高、低压配电系统。 招标范
围：高低压变配电设备供货及安装调试。 设一个标段。 投标人资格：须具备独
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核发的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
证五级或以上资质， 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机电或电气类专业中级或以上职称。
报名时的项目负责人和投标文件的项目负责人一致。 如是省外企业，须在海
南电力监管委员会办公室办理在琼备案、登记手续。不接受联合体。招标文件
获取：请于 2014年 6月 6日至 2014年 6月 12日(工作日)，上午 9 时至 11：
30 时，下午 15时至 17：30 时，由项目负责人携带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职称证、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税务登记证副本、企业基本户
开户许可证、电力设施许可证副本；省外企业还需提供海南电力监管委员会
办公室办理的在琼备案、登记手续证明文件，驻琼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副本
到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海岸金城 B座 23G房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 （以上资
料验原件收盖公章并胶装成册复印件）。 联系人：欧工， 0898-66590066。

招标公告

为深化屯城镇加利坡村庄的规划建设，引进项目带动村庄经济
发展，以《屯城镇加利坡村庄规划》为基础，我局启动了《海南屯昌加
利坡梦幻乡村规划》的编制工作。目前规划成果已通过专家评审，为
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期限：10个工作日（2014 年 6月 6日至 6 月 19 日）
2、公示地点：屯昌县党政网（http://tunchang.hainan.gov.cn）—公

告公示。
3、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tunchangzjj@163.com;（2）书面

意见邮寄到：屯城镇文化路屯昌县住建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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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联系人：王工 电话：
67839099

屯昌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4 年 6 月 6 日

海南屯昌加利坡梦幻乡村规划公示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卫生局

关于直接招录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的公告
为解决陵水黎族自治县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才长期缺乏的

问题，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整体水平,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建设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让医疗卫生改革成果广泛惠
及人民群众。结合当前医疗卫生工作实际，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常
务会议同意，决定面向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直接招录 29 名医疗卫生专
业技术人才。 各院校现场招聘见面会时间安排如下：第一站：海南医
学院（2014 年 6 月 6 日）；第二站：哈尔滨医科大学（2014 年 6 月
9-10日）；第三站：重庆医科大学（2014年 6月 12-13 日）。 具体详
细事项请登陆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lingshui.gov.
cn/）查阅。 热烈欢迎各级各类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届时到现场参
加招聘见面会。 联系人：邓丕兴 18976891989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卫生局

2014年 6 月 3 日

望海国际隶属于海航集团商业，是海南地区高端的精品百货
商场，是海南首家也是唯一一家被国家商务部评定为“金鼎百货
店”的商业企业。 望海国际紧跟国际商业潮流，精心打造高端、时
尚、家庭一站式大型百货商场。望海国际会员已达八万六千名，其
中金卡会员已超过一万名，会员队伍正在快速扩大。

近日，为进一步提升会员朋友的购物体验，望海国际全力推
出“360 度会员服务”模式，在海南同行业中率先提出了服务营销
新理念。 所谓“360度会员服务”模式，即以会员为中心，利用信息
化与网络化手段，全面整合商场的各种资源，不断完善服务体系，
从而为会员提供全方位人性化服务，并将服务覆盖到购物的每一
个环节，满足不同会员的不同需求服务。

“一对一”管家式服务是“360 度会员服务”模式中的关键：会
员可一对一地独享个性礼遇，享有专人提活动邀约、预定车位等
服务，更有 VIP导购员全程陪同购物，尊享私人定制的尊尚礼遇。

此外，望海国际一层开辟了近 100 平米的“VIP 室”，会员们
可以在这里喝茶休息、上网游戏等服务，享受家一般的温馨。 同

时，像文明伞借用、礼品包装……多彩的服务设施，让您感受到热
情周到的服务。 尤其是近期新推出的免费提供 “移动充电宝”服
务，深受会员好评！

母婴服务是望海国际“360度会员服务”的一大亮点。 望海国
际专门为会员开辟了母婴空间， 让您和您的宝贝体验温馨的服
务。

针对会员，望海国际还将定期举行会员沙龙。像品酒、品茗等
沙龙活动，应有尽有。在这里，会员们不仅能第一时间了解潮流资
讯，还能 DIY制作各类时尚潮品。

同时，为了真正做到“360 度”，望海国际还充分整合了商场
内外的联盟资源，力图为会员们提供丰富的优惠资源。 一张会员
卡不仅可以畅享商场内各种优惠服务，同时还有商场外的诸多联
盟商户的增值服务。

高品质的服务来自高标准的要求。望海国际会员服务团队始
终以五星服务标准要求自身，为会员提供全方位、标准化、个性化
的细致服务，让会员感受五星级购物体验。

望海国际首推 360 度会员服务新模式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4）海中法民二初字第 56 号

海南乔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海南万德玛药业有限公司、 海口万诺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海南万全热带生物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诉被告海
南乔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司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权利义务告知函、举证期限通知
书、合议庭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 2014年 9月 16日上午九点在本院第
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二 O一四年六月四日

三亚红塘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三亚红塘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200000038927）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资

本从 6亿元减至 4 亿元。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提出请求。联系人：侯

平安律师 18611335656。 特此公告。

海南鸿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联合产权式酒店”项目位
于海秀东路南侧，望海国际商场东侧。 该项目建筑设计方案现已完成
并申报。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
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2014年 6月 6日至 6月 26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

com。 （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 号楼南楼
2056 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 邮政编码：57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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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毛红杰。

海口市规划局
2014 年 6 月 6 日

联合产权式酒店建筑设计方案公示

中标公示
项目名称： 三亚市鹿回头公园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监

理，开标时间：2014年 6月 4日 15时 30分，中标候选人名单：
第一中标候选人：河南省兴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卓越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三亚卓能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三个工作日内）向三亚市行政主

管部门（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质疑。
招标人：三亚鹿回头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

丁家宜“嫁”外资豪门
3年成“弃妇”

本报讯 2010 年底风风光光 “嫁
入”法国香水巨头科蒂集团“豪门”的
丁家宜，如今却被视为累赘抛弃。6 月 4
日， 科蒂中国大众化妆品发内部邮件
称，科蒂将退出中国市场，转由代理模
式销售，同时“将停止销售丁家宜”。

记者致电丁家宜客服热线了解此
事，工作人员表示，丁家宜在中国市场早
就开始撤柜了， 目前市场上几乎很难找
到在售的产品。 她还表示，等彻底退市
后，该客服电话也将撤出。

丁家宜成立于 1995 年。 2010 年
底， 科蒂集团与丁家宜宣布双方达成
股份收购协议。

据了解，加入科蒂后，丁家宜的业绩
一直表现很差。2012年丁家宜的销售量
就下滑了 50%。 科蒂财报显示，在截至
今年 3 月 31 日的第三财季， 科蒂净亏
损 2.53 亿美元， 其中包括 3.17 亿美元
的非现金资产减值开支， 原因是其收购
的中国化妆品品牌丁家宜未能产生预期
的现金流。 （来源： 新华网）

Ａ股“高速公路”10月通车
建立股市一码通体系，股民一码可开多个股市账户

据新华网北京 ６ 月 ５ 日电（记者刘
开雄 赵晓辉）“要想富先修路”， 这是
一句中国家喻户晓的致富秘诀。 如今，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高速公路”即将
在 10月份“通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公司近日表示，证券账户整合工作已接
近完成， 拟在 10月份正式上线统一账
户平台，即证券市场的“一码通账户”。
建立股市一码通体系，将为中国资本市
场打造统一标准的“高速公路”，加速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

大数据支持有效监管

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登记结
算体系对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创新至关
重要。据介绍，拟于 10月份上线的统一
账户平台将为每一位投资者设立一个
统一的一码通账户，将投资者不同的证
券账户统一关联到一码通账户下，投资
者的投资过程将透明化。

“建立统一账户平台，看似针对个
人投资者的股市账户信息进行统一管
理，客观上也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有效的
大数据支持，对活动异常的个人账户进
行有效跟踪分析，防止某些股市大户串
通共谋，操纵股价。 ”北京工商大学教
授胡俞越说。

事实上，监管部门的大数据分析不
久前已立下“战功”。 在４月、５月期

间， 中国证监会通报了多起基金经理
“老鼠仓”案件，就连昔日的“明星经
理”也被立案调查。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证券账户信
息比较分散，不利于监管。客观上，此次
证券账户整合之后的一码通也成为监
督市场违法行为的有效窗口，为监管部
门加强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秩序和普通
股民利益提供了“定点清除”的有效途
径。

降低券商管理成本

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后台的开户系
统是三套系统并行， 三个系统互不相
连，相互隔离。券商为了便利客户，则要
同时与三个系统对接，耗费大量成本进
行维护管理。

据了解，证券账户整合之后，三套
系统合而为一，这将大幅降低券商的运
行成本。 同时，整合将实现证券账户管
理业务规则及业务流程的统一，统一了
49 项沪、深现行证券账户业务差异，提
升用户体验，方便证券公司业务处理。

“不同的投资者对投资产品有不
同的需求，而金融产品的特点就是量身
打造，如果能够对投资者的情况有进一
步了解，那么我们完全有能力专门为某
些投资者打造专属的产品。 ”一位证券
公司负责人表示，一码通为券商提供了

新的产品生产和销售平台，用投资者需
求推动券商创新， 形成差异化竞争格
局。

收费项目减到一项

当问一位股民 “你有几个股市账
户？ ”时，绝大多数股民的回答是“一
个”。 然而，殊不知，其实在每个股民
“一个”股市账户的背后，“默默地”承
受了七个收费项目。

“此次整合后，收费项目由原来的
七项调整到只收取开户费一项，开户费
收费标准统一并大幅度降低。 ”中国结
算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好比是开车上
高速，不管你开什么车，所有的车型费
用都要交一遍，而现在只要交一笔“行
车费”，这条资本市场的“高速公路”
便可任你行驶。

此外，“一人一户”的规定也将要修
改， 一个人将可以同时在多个证券公司
开设多个股市账户， 投资者地位将更加
趋于平等。而且，任何拥有一码通账户信
息的投资者可以在任何证券公司的任何
营业网点，随时查询个人所有账户信息，
只需要提供相关证明信息即可。

“这还可能加速证券业融合互联
网的速度。 ”胡俞越说，由于形成了统
一的账户，这为日后互联网开户等互联
网证券业务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上海自贸区
首个国家馆开业

这是澳大利亚馆内的展示
区（6月 5日摄）。

近日， 上海自贸区首个国
家馆澳大利亚馆开业， 馆内将
设置零售区， 市民可买到低于
市场价的进口商品。 据悉，因
为通过保税直销的形式， 商品
零售价可比上海市中心低 2
至 3成。 此外，智利、俄罗斯等
国家馆也将在年内开馆。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产经动态
首家央企退市摘牌

6月 5日， 一位工作人员走向长航油运公司办
公大厦。

当日，曾经的上市公司长航油运正式被摘牌，告
别了 17年的上市之路，成为 2012 年新版退市制度
实施后两市首家被强制退市的上市公司， 同时也是
首家退市的央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