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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7892号

土地证和补发土地证的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4]307号

海口市热电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原沈阳市电力材料公司）向
我局申请补发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办北官社区环湖路
17-1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经查，该单位持有的琼山国用（府
城）字第0789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销，该
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十
五天内向我局地籍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
将依法给该单位补发上述宗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联系人：温先生，电话：68720582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10月14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3）琼山执字第705-8号

海南大兴集团万家物业发展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林丽容与你公司购房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公司住所地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3）琼山执字第
705-2号执行裁定书：拍卖登记在被执行人海南大兴集团万家
物业发展公司与海南滨海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名下的属被执行
人拥有的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城东呖口乐桥田肚C栋第
四层C2（402号房）、C5（405号房）号房地产（房屋所有权总证
号文庄公房证字第970002号）。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60日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二O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慈善拍卖公告
为营造和谐友爱的社会，支持扶贫及慈善事业，兹定于2014

年11月1-2日在海口市国贸玉沙路京华城玉沙社区广场内举行慈

善拍卖活动（11月1日三场，11月2日六场拍卖会），届时各类书画

精品、工艺品、饰品、红酒及生活用品等将以超低价或无底价起

拍。拍卖所得，将全部用于海南的扶贫与慈善事业，欢迎广大爱心

人士惠顾，爱心热线：0898-68515605。

主办单位：海南省拍卖行业协会

协办单位：（按企业名称拼音排列）

海南宝恒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博亚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宝徕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得宝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国盟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和运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宏志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金鼎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嘉和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美林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盘龙企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荣丰华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润丰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天合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鑫开源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信合亿圣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亚奥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亿能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招标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 海南中易拍卖有限公司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4年 11月 12日（星期三）15：00在乔家路 2号
（中华路口）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3号拍卖厅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
拍卖：
一、拍卖标的：【】中为保证金（元）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2号西城秀舍英秀城E幢房号201、203、
204室商铺，总建筑为1621.64m2 ，整体拍卖【保证金人民币70万元】
二、预展看样：即日起（节假日除外）凭身份证至本司开具预约看样单。
三、咨询时间及电话：08:30--17:00 62039812-800、32031293、52913611
四、注意事项：竞买人本人必须于 10月 11日 15:00前凭有效证件原件
至中山北路 2000号 13楼，办理网络注册与现场同步拍卖竞买登记手
续并交付保证金；用票据支付的保证金须在办理登记前到账；房产标
的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在规定时间支付保证金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中国拍卖AAA级企业 守合同重信用AAA级

长江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2000号13楼 邮编：200063 邮箱：br@ciac.cn 网址：www.ciac.cn

招标公告
招标人：海口市龙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理机构：深圳市建星

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名称及概况：海口市龙华区美丽乡村试
点片区施工图设计项目（二次招标）；招标范围：工程设计；资格要求：
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程）设计丙级及以上资质，
项目负责人要求具有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设计相关工程师资格。不
接受联合体。招标文件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项目负责人携本人
及法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资格证、检察院出具的公司及法人无犯罪
记录证明、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
证、本项目的管理人员证件及上述人员交纳的2014年6月至今的社
保（以上证件核原件收复印件）。省外建筑业企业还须具备《省外建筑
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并由分公司负责人于2014年10月24
日至2014年10月30日17时之前，在海口市龙昆南路73号昌乐园6
栋二楼C房；招标文件500元。联系人：樊先生 66777136

招标公告
昌江县十月田镇南岭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现对该项目施工进

行公开招标。一、项目概况：建设地点：海南省昌江县。工程概况：

建设规模为 462.41公顷，预计新增耕地面积 185.96公顷。工期：

365 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地整理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

工程和其他工程等（以施工图及工程量清单为准。）。标段划分：本

项目分为2个标段。二、投标人资格：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同时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含）或以

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其中，投

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专业二级（含）或以上注册建造师资

格且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并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

的项目经理。三、招标文件获取：2014 年10月24日至30日(法定节

假日除外) 8:30至17:30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http:

//www.hizw.gov.cn/）购买并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 500元/

标段，售后不退。四、招标代理机构：华春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联系人：林先生13034927009。（详细招标信息详见海南省

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网（http://www.hiz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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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客加仓军工股遭套
私募称不会就此缴枪
十月军工前涨后跌 中航飞机非公开发行预案亮眼

“南北船”资产证券化提速 军工资产注入撑多头腰杆
揭秘高送转股票 趋势比题材更重要
增速爆发确定性强 北斗市场定增机会涌现

（D01）
（D02）
（D03）
（S03）
（D08）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4年10月28

日00:00－07：00进行海南电信中兴ITV2.0平台CDN节

点软件版本升级。届时，可能会影响全省中兴IPTV2.0平

台用户5小时左右的业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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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昨日市况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陈平）受今天新
股开始发行大量资金因参与申购被冻结的影响，
沪深两市低开低走，午后盘中一度跌破市场看重
的沪综指2300点，但随即被趁低入市资金拉起来
重上2300点并向上拓展空间，呈探底反弹走势，
奈何失血后的市场，跟风盘稀少，终至反弹夭折。
两市最终以下跌报收。沪综指报收2302.42点，跌
24.13点，跌幅1.04%；深成指跌破8000点关口，报
收7969.16点，跌94.04点，跌幅1.17%；创业板跌
破1500点关口，报收1296.05点，跌幅1.52%。两
市成交不足3000亿元，只有2965.6亿元。

盘面上，早盘保险、券商等金融权重股一度护
盘，铁路基建板块受昨日新批8个投资项目刺激
领涨，但因新股申购失血的市场跟风盘稀少，其他
板块未见跟进，地产、钢铁、煤炭等蓝筹股均全线
大跌，特别是石化双雄都是破位下行，市场无奈拐
头向下，市场人气随之再度陷入低迷。

专家分析认为，大盘一度跌破2300点关口，
但又再次收回，表明2300点关口有一定支撑作
用，有抄底资金入场，多头蠢蠢欲动。两市连续杀
跌后恐慌情绪有所释放，随着新股申购完成后，短
期的资金面影响将告一段落，大盘短期或将企稳
反弹。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市场失血 反弹夭折

本报讯 沪港通渐行渐近，不少券商
加速客户积累步伐。一些券商为招揽客
户，给客户经理制定硬性指标，有券商要
求每位客户经理需完成预约50个以上
客户的任务。

目前，不少券商已制定内地投资
者交易港股佣金费用标准。佣金率
均高于当前投资者交易 A 股的佣金
率，有券商甚至将佣金率定到万分之
十八。

出招揽客户

“公司自上周拿到试点资格后便给
每位客户经理制定招揽客户任务。”某券
商营业部客户经理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
露，按公司规定，27日前，每位客户经理
需完成预约客户数50户以上，现在所有
客户经理都在忙着招揽客户。

沪港通制定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

度，明确个人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余额合
计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的准入门槛。上
述客户经理表示，从预约开户数量看，投资
者对开通港股通比较踊跃。从接到通知到
现在，短短3天时间，很多客户经理已完成
任务量，预约开户客户还在增加。

为招揽客户，券商各出“奇招”。有
券商专门开通网上预约开通港股通业
务，方便客户开户。为介绍港股投资经
验，有券商根据前期投资者问卷调查结

果，专门组织专家团就投资者关心的港
股投资策略、A/H股溢价投资机会等问
题开展全国巡回演讲。

券商行业有望新增40亿元

交易费用标准是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之一。有关部门尚未出台港股通交易佣
金的具体规定。

港股通佣金将给券商业绩做出多大
贡献？业内人士分析，试点阶段监管层给
予港股通的额度为2500亿元人民币，若
按佣金率2%。粗略估算，可为证券业贡
献佣金5亿元，相当于2013年全行业佣
金收入的3.87%。短期看，沪港通推出会

令内地券商日均交易额提升5%至10%，
券商行业有望新增收入40亿元以上。

佣金率下行趋势难改

对于未来两地佣金费用问题，有券
商表示，受交易方式不同的影响，在沪港
通推出后估计两地佣金费率不会拉平，
可能会出现同时买卖等额的同一只股票
时佣金费率不同的情况。

东方证券分析师唐子佩认为，考虑到
券商经纪业务竞争激烈，佣金率下行趋势
难以扭转。港股通交易佣金在初期可能保
持稳定，长期将出现类似于A股佣金率整
体下滑的趋势。 （来源：中国证券报）

券商“揽客”备战沪港通

从奶粉到白酒，从微软到高通，从
奥迪到奔驰，中国反垄断执法进程开始
提速，几次重大反垄断行动震惊业界，
今年中国反垄断所开罚单粗略计算已
接近18亿元。各方关于依法治市，破除
垄断特权，保障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呼
声愈发强烈。

据了解，下一阶段反垄断调查工作
重点将转移至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
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和地方保
护主义等将是调查重点。

进 展
三类垄断行为面临规制

近日，国家发改委调查车企及高
通，国家工商总局突查微软，商务部禁
止海运P3联盟……2013年至今的中国
高调反垄断引发举世关注。三类行为
——垄断协议（纵向垄断）、限制竞争的
经营者集中（横向垄断）、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在这一轮执法后进入面临被规制
的新阶段。

随着中国反垄断调查的不断深入，

处罚不断的扩围，今年执法部门的活跃
度达到了近年来的顶峰。8月20日，发
改委对12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和轴承企
业处罚12.35亿元；9月2日，发改委对
浙江保险行业协会和23家省级保险企
业处罚1.1亿元；9月 11日，湖北省物
价局对一汽奥迪处以 2.4858 亿元罚
款，对湖北8家奥迪经销商处以2996
万元罚款。

粗略计算，这一轮反垄断执法所开
罚单已接近18亿。

成 效
市场竞争环境更加公平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强政府、弱市
场是普遍现象，中国经济当下存在的许
多问题，或多或少都与过度行政干预、
腐败行为高发、企业无法公平竞争等问
题相关。多位专家认为，随着中国的反
垄断执法逐渐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新
阶段，市场主体在更公平的环境下竞争
也得到了保障。

参与反垄断论证的中国社科院美国
所副研究员苏华表示，反垄断执法是厘
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市场和政府

“两只手”协调配合、有机统一的重要环
节，是从“人治”和“垄断”中解放市场，健
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保护
公平竞争的利器。因此，反垄断执法对

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具有重要意
义。

中国推进的包括反垄断调查在内的
事中事后监管是依法、透明、公正进行
的。这些举措有利于中国扩大开放，让
更多外资、外国产品愿意和敢于进入中
国。专家指出，我国反垄断调查与执法
符合国际惯例，并未违反世贸协议。我
国反垄断在立法、执法、司法实践等方面
均依据了国际惯例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有
关规则。

展 望
下一步或剑指行政垄断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反垄断执法
都集中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企业巨
头身上，而真正针对行政垄断的执法
不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
出将“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
断”，因此，有很多人正在呼吁反垄断
执法将“战场”扩围至“政府垄断”和

“政府授予的垄断”。近日发改委反垄
断局局长许昆林也一度透露，下一阶
段反垄断调查工作重点将有所转移，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竞争和地方保护
主义将是调查重点。

（来源：经济参考报）

反垄断提速 18亿罚单震慑行业“巨头”

行政垄断将成反垄断重点

本报讯 23日，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易捷
公司与西藏高原天然水有限公司现股东方在京签
署股权转让合资合作协议、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
府投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国石化收购西藏
高原天然水有限公司40%股权，成为该公司第一
大股东。此次股权收购是中国石化开拓非油品
业务的一项重要举措，标志着中国石化以资本方
式正式进军水产业，为打造综合服务商又迈出坚
实一步。

据悉，“易捷·卓玛泉”瓶装水自8月中旬通过
中石化易捷便利店渠道面市以来，高品质的饮水
体验得到了消费者的一致好评，销售势头强劲。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石化进军“水产业”

10月23日，河北省南皮县刘八里乡刘显吾
村村民在查看家门口摆放的玉米。

金秋时节，位于“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
项目区的河北省南皮县40万亩玉米等秋粮喜
获丰收。 新华社发

“渤海粮仓”粮满仓

国资委公布央企监督检查情况

个别企业内外勾结低价转让国有股权
新华社北京 10月 23日电 （记者

华晔迪）国务院国资委23日公布国有
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对中央企业
2013年度监督检查情况，累计反映企
业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事项2051项，个
别企业被发现存在违规超标发放薪
酬、福利，设置“账外账”“小金库”甚
至内外勾结低价转让国有股权等违纪
违规问题。

外派监事会认为，各中央企业在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
要贡献，经济效益稳步增长，保持2013
年收入、利润的稳定增长和2014年前三
季度经济平稳运行。

与此同时，外派监事会在监督检查
的基础上，共提交各类报告347份，累计
反映企业存在的问题和风险事项2051
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分企业存在经营风险。有
的存货和应收账款占用资金规模较大，
有的开展钢材、煤炭等大宗融资性贸易

业务造成较大损失，有的承建BT项目
存在回款风险。

二是部分企业保值增值压力较
大。有的企业盈利主要依靠营业外收
入或非经常性收益，盈利基础不稳固；
个别企业出现整体亏损，少数企业未能
实现国有资本保值。

三是部分企业投资问题显现。有
的前期调研和论证不充分，投资收益低
于预期或产生较大损失；有的未按规定
公开招标，存在以邀标代替招标、未招

标直接定标等情况；有的境外投资项目
因多种原因停建、缓建或搁浅，存在资
产减值风险。

四是部分企业改革发展任务艰
巨。有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沉重，剥
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难度大；有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进
展缓慢，有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思路有待
进一步明晰。

此外，外派监事会检查发现，个别
企业存在违反薪酬管理规定超标发放

薪酬、福利或实施不规范的股权激励，
设置“账外账”“小金库”，以及所出资企
业违规为自然人公司担保、拆借资金以
及内外勾结低价转让国有股权等违纪
违规问题。

据介绍，上述问题已分门别类转送
有关部门处理；需要企业自行整改的问
题，向企业印发监督检查情况通报、整
改通知和《监事会提醒函》等136份，外
派监事会将在当期监督过程中持续跟
踪企业整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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