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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对公司管内南、
北港、粤海铁1号、铁2号、铁3号、铁4号四艘渡轮2015年度的
保洁服务进行招标，欢迎有资质的保洁公司进行投标。

一、招标方：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二、招标项目：
粤海公司管内南、北港、粤海铁1号、铁2号、铁3号、铁4号

四艘渡轮2015年度的保洁服务
三、保洁期限：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四、投标方报名时需提供以下资料（须携带原件核对）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委托代

理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3、税务登记证副本。
4、相关资质证书。
5、上级单位对本单位的授权文件。
6、企业注册资金100万元及以上；
五、报名及招投标文件的领取
1、请携带移动硬盘或U盘
2、时间：2014年11月5日上午8:30-11：30（北京时间）。
3、地点：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轮渡管理部。
联系人：马志勇 电话：13876562858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招标公告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410HN0011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海口市文联路13号明苑楼九套房产：
一、标的基本情况及挂牌信息
明苑楼共两幢，建成于1990年，混合结构五层，南北通透。小区

处于海口市中心繁华区域，周边有银行、学校、超市、公园，公共服务
配套设施完善，日常生活方便，特别是周边商业氛围浓厚，临近博爱
路购物一条街、和平城市广场、南亚广场、东门市场，居住、出租两便，
投资价值看好。

二、挂牌价格及网络报价时间见下表：

三、竞买保证金：每套房10万元。
四、公告期：2014年10月31日至2014年11月27日。项目详情

及报名竞价有关要求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
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

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市龙昆南路凤凰新华文化广场五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 电话：66558030（杜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10月31日

序
号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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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名称

第一幢
B座

第二幢
D座

第二幢F座301房

301房

401房

501房

101房

201房

301房

401房

501房

房产证号

海房字第HK422678号

海房字第HK422682号

海房字第HK422680号

海房字第HK422674号

海房字第HK422677号

海房字第HK422676号

海房字第HK422675号

海房字第HK422673号

房字第10451号

证载面积
（m2）

125.94

125.94

125.94

126.77

135.41

135.41

135.41

135.41

102.67

挂牌价格
（元）

401854

396276

390698

378981

438665

444840

438665

432490

332836

网络竞价时间
月 日

上午9：00

上午9：30

上午10：00

上午10：30

上午11：00

上午11：30

下午2：30

下午3：00

下午3：30

受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人民法院委托拍卖：位于海口市金地路北
侧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简易建筑物，面积 171.68m2。参考价 76.192
万元，竞买保证金：7万元。

1.拍卖时间：2014年 11月 20日上午 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蓝
天路15号锦鸿酒店本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咨询时间：见报之日
起至2014年11月18日下午17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4
年11月18日17：00前到账为准；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4年11月18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6.收取竞买保
证金单位名称：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交通银行海南省分
行营业部；账号：461600100018000681130；7.特别说明：本次拍卖按现
状、净价进行拍卖，办证过户的一切税费、欠缴的规费（含土地出让
金）均由买受人承担；委托法院不负责交接清场。

联系电话：36656056 13876044988
委托方监督电话：0668-5521201

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年 11月 8日，海南师范大学将迎来 65华诞。近年
来，学校建设突飞猛进，校园面貌日新月异，已发展成为以教
师教育为主要办学特色，以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理科为主
干，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重点大学。这一切都离不开各级领
导、社会各界人士以及海内外校友的热切关注和鼎力支持，在
此，学校表示衷心感谢！现将校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校庆时间
学校决定以2014年11月2日-8日为校庆活动周，11月8

日（星期六）为学校60周年校庆庆典日。
二、活动安排
校庆期间，学校将举办65周年校庆纪念大会、文艺表演、

系列学术报告会、校友联谊、桂林洋校区校友林园启动仪式等

庆典活动，各学院也将举办系列校庆活动。
65周年校庆，是学校建设与发展的新起点，我们真诚期待

各级领导、各位校友和社会各界宾朋届时聚首海师，共叙情
谊，共襄盛典！

海南师范大学校庆筹备委员会
2014年10月30日

欢迎垂询：海南师范大学校庆工作办公室
电话：0898-65883389 传真：0898-65883035
海南师范大学校友办公室 电话：0898-65813101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南路99号 邮编：571158

海口经济学院招标公告
我院教育服务中心拟对学院国际交流中心（总面积

18200m2）或宾馆（9000m2）的经营权面向社会招标。欢

迎有经营资格的公司、个人团队前来投标。招标地址：

桂林洋海口经济学院后勤大楼四楼经营处。截止日期：

2014年 11月10日止。

联系方式：郝老师 13907572586

周老师 13907539358

中标公示
海昌四季花园消防工程于 2014-10-30日 15:00:00在海

口市白龙北路琼苑宾馆三楼2号会议室进行了公开招标（施工

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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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标委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上海南晓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广西建工集团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4年10月31日至 2014年11月4日，如有异议

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南鑫铭房地产有限公司投诉，投诉电话：

0898-68580953。

中标公示
文明东路246号北侧职工生活区改造项目（A座商住楼）二

次招标施工招标于2014年10月30日完成开标、评标工作。经

评标委员会的评审推荐：第一、二、三中标候选人依序排列如

下：海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中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华厦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公示期为2014年10月30日至2014年

11月2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海口市房产开发经营公司

投诉，投诉电话：0898- 66511658。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高明义向我两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东区榆亚大道三亚

新大洲广场B1座703房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

证号为：三土房（2008）字第10717号、房屋建筑面积为110.68平

方米、土地分摊面积分别为43.58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

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

月内送达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

与测绘管理科，逾期我两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

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二0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杨玉梅向我两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东区榆亚大道三亚

新大洲广场C1座902房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

证号为：三土房（2008）字第10744号、房屋建筑面积为112.90平

方米、土地分摊面积分别为44.46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

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

月内送达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

与测绘管理科，逾期我两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

证》，原《土地房屋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二0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新华社深圳10月30日电（记者冯
璐 武卫红）10月30日，创业板迎来5
周年。5年来，创业板上市公司由28家
发展至400家，总市值突破两万亿元，其
中过百亿市值的公司已逾40家。

2009年10月23日，创业板正式启
动，肩负起打造“中国纳斯达克”的历史

使命，2009年10月30日，28家首批创
业板企业集中在深交所挂牌上市，2014
年 10月 30日，随着科隆生化、地尔汉
宇、九强生物3家公司举行上市仪式，创
业板市场迎来第400家上市公司。

5 年前启动的创业板总市值约
1500亿元，如今这一数字已达2.27万亿

元，增幅约1400％，目前，过百亿市值的
公司已逾40家，市值排名中，碧水源以
322.82亿元的总市值位居榜首，乐视网
总市值312.84亿元位居第二。

在投资者回报方面，自创业板指2010
年6月1日设立至2014年8月31日，虽几
经起伏，但仍实现了42.45％的正收益；共

有324家公司复权后股价高于发行价，其
中176家公司最新复权价较发行价涨幅超
过100％，投资者实现了较好回报。

深交所统计数据还显示，截至2014
年 8月 31日，创业板累计融资规模达
2669.7亿元，有效发挥了资本市场资源
配置、为实体经济输血的作用；此外，

IPO市盈率经历了板块启动之初的居高
不下后也逐渐回归理性，近年稳定在34
倍左右。

目前，中国创业板制度体系正在酝
酿一场全新的变革。记者了解到，为推
动创新型、成长型的互联网新经济提速
发展，创业板或降低上市门槛。

创业板市场迎来第400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突破两万亿元，其中过百亿市值的公司已逾40家

说到纳斯达克，
就会联想苹果和微
软。但提起中国的
创 业 板 ，股 民 们 最

“津津乐道”的却是5
年里造就了近千位亿万富翁。

美国对冲基金经理大卫·埃因霍恩
曾表示，持有苹果股票是因为看好其长
期增长，并“期待苹果市值突破1万亿美
元大关”。但在创业板，与股价大幅攀
升同步而至的，是大股东和高管们的大
规模减持。

同济大学财经与证券市场研究所
所长石建勋表示，创业板让许多企业经
营者一夜暴富，也让不少人因此丧失了
继续创新的意志和冲动。而一再上演
的“创富故事”，让更多的企业经营者视

创业板上市为财富套现的途径。
“与‘创新效应’相比，创业板的功

能更多地体现为‘财富效应’，这无疑走
入了误区，恶化了其本应拥有的创业文
化。”石建勋说，创业板若不能准确定
位，将难以担负引领产业结构升级的历
史重任。

转型中的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创
业板？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证监会《关
于支持深圳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若
干意见》明确提出，“允许符合一定条
件尚未盈利的互联网和科技创新企
业在新三板挂牌满 12 个月后到创业
板发行上市”。这意味着诞生 5 年之
际，创业板已经开始审视并调整自身
的定位。

定位之 外 ，市 场 机 制 也 需 要 完
善。应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进行规范，避免其沦为大股东的“提款
机”。同时进一步完善限售股减持制
度，在上市公司业绩大幅下降或亏损
的情况下应严禁限售股套现，同时规
定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降至公司股权
的 20％时，控股股东不得通过二级市
场及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而只能通过
场外交易，一次性将股权转让给有意
向接手公司经营管理的实业投资者或
其他机构投资者。

事实上，无论是调整定位还是完善
机制，最终的目标都是要在创业板营造
鼓励创新、激励发展的“创业文化”。

记者 潘清
(新华社上海10月30日电)

创业板应回归“创业创新”本意

5年前，创业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呱呱坠地之时，曾以打造“中国版纳斯达
克”的雄心令人瞩目。截至10月29日，
创业板仅有43家公司总市值过百亿元，
占比仅为一成；5年间，除了万福生科这
样因欺诈上市而臭名昭著的反面典型，
创业板鲜有值得骄傲的代表作。

5岁创业板，遑论苹果、微软、谷歌
这样家喻户晓的世界级企业，也没能留
住阿里巴巴们出走的脚步。转型中的中
国，究竟需要怎样的创业板？

市值只有0.57个“苹果”

创业板开板5年，以市值规模为标
准，中国创业板已经成为仅次于纳斯达
克的全球第二大创业板市场。

创业板迎来5周岁生日前夕，大洋
彼岸苹果公司的股价屡创新高。截至美
国东部时间10月28日，苹果市值高达
6436.06亿美元，在美国股市科技股中
排名居首，微软、谷歌紧随其后。三家纳
斯达克最具影响力的上市公司合计市值
接近1.4万亿美元。

按照深交所的统计，截至10月28
日收盘，创业板总市值为2.2562万亿元
人民币。这意味着其近400家上市公司
的合计规模，大致只有0.57个“苹果”。

规模也许并不能说明问题，另一组
对比更耐人寻味。

截至美东部时间10月28日，苹果、
微软、谷歌的市盈率分别为16.55倍、
18.23倍和28.89倍。

反观创业板市场，截至10月29日

收盘平均市盈率高达69.85倍，134只个
股动态市盈率超过100倍，占比逾三分
之一。其中，10家公司动态市盈率在
1000倍以上，旋极信息超过9000倍，天
龙集团更达到不可思议的约13174倍。

偏小的规模、畸高的估值。对于5
岁的创业板而言，这是它在庆祝可喜成
就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现状。

优质资源奔赴海外

如果说，没能“种”中国的“苹果”与
资历尚浅有关，那么留不住阿里巴巴，不
能不说是创业板的一大遗憾。

美国当地时间9月19日，中国知名
电商企业阿里巴巴登陆纽约证券交易
所。因承销商行使超额配售权，阿里巴

巴成为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IPO。
创业板市场没能留住的，又岂止一

个阿里？
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中心

所作的一项研究显示，2013年共有66
家中国企业赴境外上市。2013年在美
国上市的5家中国互联网企业合计融资
总额为6.84亿美元，占2013年互联网
行业融资总额的72％。

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
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中国
经济转型的方向。这些本应是创业板最优
质的上市资源，却不约而同地奔赴海外。

缺乏包容性是难题之一

“当前创业板的行业结构，不利于产

生苹果这样的大市值公司。”华鑫证券投
资总监仇彦英直言，创业板的本质应是
为以高科技中小企业为主的创业企业提
供融资渠道，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当下
的创业板显然难以完成这一使命。

“创业板中，身处千亿级以上产业
空间的企业可能不足20％。与纳斯达
克企业多为‘大行业中的新兴者’不同，
创业板大多是‘小行业中的成熟者’。
这种行业结构决定了创业板中难以崛
起苹果、微软、特斯拉这样的企业。”仇
彦英说。

而在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
所长董登新看来，缺乏足够的包容性已经
成为创业板发展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记者 潘清 武卫红 吴燕婷
(新华社上海10月30日电)

中国的“纳斯达克”
为何留不住阿里种不出“苹果”？

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记者何雨欣 侯
雪静）记者30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举办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启动以来，
全国已累计减税3276亿元。

自2012年营改增启动试点以来，范围不断扩
大，今年1月1日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试点，6
月1日电信业纳入试点。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
邮政、电信业和研发技术、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物
流辅助、有形动产租赁、鉴证咨询、广播影视等现
代服务业。

税务总局介绍，截至2014年9月底，全国试
点纳税人共计381.82万户，其中，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占19％；小规模纳税人占81％。

营改增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减税3276亿元，
试点纳税人因税制转换减税1482亿元，非试点纳
税人因增加抵扣减税1794亿元。

营改增已减税3276亿元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陈平）连续两
天大涨后，今天，沪深两市走势出现明显分化。沪
指在权重股的带动下全天基本在昨收盘价上运
行，一度创出了本轮行情新高，逼近2400点整数
关，而深成指全天基本在昨收盘价下运行。创业
板冲高回落延续弱势，最终沪指中阳，深成指整体
偏弱。沪综指上涨18.05点，收于2391.08点，涨
幅0.76%；深成指下跌0.13点，收于8090.55点，
跌幅0.00%；创业板收报1525.77点，跌幅0.28%；
两市量能整体略有萎缩，共成交4372.6亿元，较
昨天减少200亿元。

从个股板块走势看，题材股表现较弱，权重股
表现较好，也形成两极分化。有色金属、钢铁行
业、银行、煤炭采选等权重股的助力，是今天沪市
收红的功臣。不过，尽管沪指创出年内新高，但两
市个股却跌多涨少，个股涨跌比1055：1288。

专家分析认为，明天市场有向2400点强攻的
可能，但经过两天大涨后的大盘在高位明显出现
分歧，今天的走势已没有了之前的流畅，上行显得
步履凝重。后市大盘在沪综指2400点重要关口
附近震荡整理的概率较大，短线涨幅可观个股，建
议逢高减仓兑现利润。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高位分歧 沪强深弱

10月30日，一群游客在陕西省城固县桔园
镇一桔园里游览拍照。该县是丝绸之路开拓者
张骞的故乡，也是我国北方重要柑桔生产基
地，其境内的桔园镇升仙村素有“神奇桔乡”之
美誉。 新华社发

张骞故里柑桔飘香

昨日市况

创业板五周年

创业板制度创新依然“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