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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欢迎订阅2015年度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系列报刊

详情请拨咨询热线详情请拨咨询热线：：
6681050566810505 6586588136181361 6611088266110882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局各营业窗口均可代收邮局各营业窗口均可代收
海口市城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心收订投递海口市城区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心收订投递
地址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南省海口市金盘路金盘路3030号号 邮编邮编：：570216570216

订报有礼活动
订一份《海南日报》或《南国都市报》送

格美净水机代金券500元
泰（国）好玩新概念境外旅游代金券600元
家装卫士·潮盾代金券300元
订户可凭订报发票到商家处享受以上优惠

报刊名称
海南日报
南国都市报
特区文摘
法制时报
证券导报
海岸生活

月征订价
30元
24元
6元
33元

20元

半年征订价
180元
144元
36元
198元

120元

年征订价
360元
288元
72元
396元
192元
240元

2015年报刊征订价格

为回馈广大新老读者多年来的支持为回馈广大新老读者多年来的支持，，现推出现推出《《海南日报海南日报》、》、
《《南国都市报南国都市报》》订报抽奖活动订报抽奖活动。。凭订报发票（或当日报纸）到舒倩康连

锁专卖店购买任意机型可直抵现金380
元，舒馨之泉水质处理热线：65368913 一、参与方式

订户手机编辑“订报
发票号码”移动用户发送
至“ 10657021966123 ”，
联 通 用 户 发 送 至
“1065502002764966123
”，电 信 用 户 发 送 至
“106901444062966123”
即可参与抽奖活动。于每
周四下午3点，在海南日报
南海网演播室通过电脑随
机摇号方式从订户手机号

（手机号码必须与订户信
息相符）中抽取获奖者，一
连7周每周滚动抽奖。
二、奖品及奖项（第4期）

1、一等奖（1名）奖品：价
值2898元豪华版舒馨之泉
水质处理器1台；

2、二等奖（2名）奖品：
牛家村·榕园美食城600元
现金券；

3、三等奖（10名）奖品：
海口银龙影院电影票2张。

三、公布抽奖名单及查询方式
由海南报业发行有限

公司客服人员联系中奖订
户，核对订报发票号码及订
户信息，于抽奖次日在《海
南日报》、《南国都市报》上
公布中奖订户手机号码。

活动解释权归海南报
业发行有限公司所有。

咨询热线：66810505

招标公告
招标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招标代理：深

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概况：利国镇水桶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建设规模669.47公顷，新增耕地面积250公顷，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土地翻耕334.70公顷，灌排沟渠2839m，田间
道路25787m，以及相配套桥涵设施;计划工期：365日历天。招

标范围：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全过程监理。资格要求：具备水利
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
应的监理能力。文件获取：有意投标者，请于2014年12月1日
至 2014年12月5日在 http: //218.77.183.48/htms 购买招标文
件。联系人：刘先生36301709（注：详情请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招标大厅招标公告专栏查询）

中标公示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的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海南南繁基地管理房改

造工程及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海南南繁基地标准化农田建设工程，已
于2014年12月2日完成了施工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
示如下：海南南繁基地管理房改造工程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祺商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江西省银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耀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南繁基地标准化
农田建设工程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祺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二中
标候选人：江西省朝晖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云
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 3个工作日（2014年12月3日～12月5日），如有异
议请在公示期内拨打0577-88417726投诉，联系人：杨老师。

迁坟公告
根据三亚市政府《关于海棠湾B1片区大小龙江塘部分建设项

目用地征收土地调查有关问题的通知》（三府办〔2009〕149号）精

神，按照项目建设要求，涉及以下范围内的坟墓需进行迁移。四至

范围：东至海棠大道，南至海棠湾D路，北至龙江安置区一期南侧

围墙，西至海榆东线 223国道。请上述范围内的坟主于 2014年 12
月 30日前项目用地现场确认自家坟墓，同时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或

复印件到项目用地现场与征地组联系，办理有关迁坟事宜，逾期不

前往办理，将视为无主坟处理，迁往公墓。

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宗鹏 电话：13807522989
海棠区筹备组
2014年12月3日

迁坟公告
根据三亚市政府《关于海棠湾B1片区大小龙江塘部分建设项

目用地征收土地调查有关问题的通知》（三府办〔2009〕149号）及
《关于中国司法警察教育培训学院建设项目用地征收土地调查有
关问题的通知》（三府办〔2009〕131号）精神，按照项目建设要求，涉
及以下范围内的坟墓需进行迁移。具体四至范围：东至海棠大道，
南至海岸大道，北至林新村村路，西至林新村西侧。请上述范围内
的坟主于2014年12月30日前项目用地现场确认自家坟墓，同时持
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到项目用地现场与征地组联系，办理有
关迁坟事宜，逾期不前往办理，将视为无主坟处理，迁往公墓。

特此公告。
联系人：何宗鹏 电话：13807522989

海棠区筹备组
2014年12月3日

中标公示
万宁水业公司的万宁水厂扩建工程（一期）（净水厂部分）施工

及监理招标已完成了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现将中标候
选人公示如下：

（施工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金中天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广东华恒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广西建工集团第二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三亚方圆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三亚卓能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柏鑫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4年12月03日至2014年12月05日，如有异议请在

公示期内向万宁水业公司投诉，投诉电话：0898-62186193。

该规划已编制完成。本次规划范围东至环岛高速公路，南以县道
X356公路为界，西临万泉河，北至珍岭村，共有大小两个区域，规划范
围面积约为621.85公顷。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2014年12月3日至
2015年1月1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建设局网（网址http://
www.qionghai.gov.cn/index/index.jsp?agencyId=77）、琼海市规划建
设局大楼一楼展厅和海官塘大道与县道X356公路交叉口处。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2）书面
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划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
规划建设局，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2828967，联系人：王林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琼海市官塘区官塘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通 知
王瑞珍女士：

由于你方一直拒绝提供银行户名和汇款账号，我们到

海口市琼州公证处办理提存，将应付给你们的 2011年 9月
至 12月的租金，以提存方式支付给你们，望你方尽快提取。

我方再次以登报方式要求你方向我方提供接受租金的账

号，以便我方完成租金支付，否则，因我们不能向你方交租

金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你方全部承担。

恒利大厦一、二层承租人：管立新 徐兴民

2014年12月3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2014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

公 告
经县委、县政府同意，我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32名工作人

员。招聘单位与岗位、报名条件与方法、报名时间与要求以及其

它事项，可登录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告公示栏查询

（网址：http://ledong.hainan.gov.cn）。

咨询电话：0898—85523441

2014年12月1日

公 告
受湖北宏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宏鑫）委

托，我所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海口市秀英区廉租房周边规划路（向荣
路）一期工程项目、海口市滨海西路路基第三标一段工程项目及万宁市
兴隆曼特宁商业广场工程项目系由湖北宏鑫承建，现该三个工程项目已
经或即将竣工验收，需进行结算。为确保湖北宏鑫全面了解掌握对外所
负的债务情况，维护广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凡基于该三个工程项目对
湖北宏鑫享有债权的单位和个人，请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日内向我所
申报债权。申报时，债权人为法人的，应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为个人，应提供个人身份证明；委托
代理人申报的，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明；同时，债权人还
应提供证明债权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原件供我司核对确认。申报登记
地址：海南海口市国贸大道景瑞大厦B座1803室。联系人：符宇 电
话：13518822122 66539080。 特此公告

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
2014年11月26日

公 告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易伟平同志，你自2014年9月29

日至2014年12月1日止，已连续（累计）旷工达64天，经公司以
多种方式与你联系，但均未联系上。你的行为已严重违反了《劳
动法》、《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和公司的规章制度，为对你个人
负责，公司以登报的方式郑重通知你：

1.限你在本公告见报后15天内到公司人劳部门报到，向组
织说明旷工原委，接受组织的处理。

2.如不在本公告限定的时间内到公司报到，公司则按规定
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粤海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二Ｏ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陈平）
今天，沪深股市的走势，再次让不少人感
到意外。

尽管昨天两市走势受压，欧美股市
也出现大跌，但今天两市只是早盘稍为
低开和短时间的窄幅震荡后便在前期领
涨的券商保险银行等权重股的再次带头
下，向上不断的逼空、扎空，再创新高。
沪综指低开高走，高见2777.37点，收于
2763.54点，涨83.38点，涨幅3.11%，深
成指收报9416.48点，涨3.53%。其它
各大指数也全面飘红，涨幅最大的是上
证50，达5.27%；涨幅最小的是创业板，
为0.84%。两市成交维持巨量，共成交
6748.4亿元。股指期货成为领涨先锋，
最高时期指比现货升水40多点，收盘时
也有12个点升水。

专家分析认为，今日市场出现飚涨

的动力就是近日赚钱效应让大家认为牛
市真的来了，而对管理层将进一步降
息降准有普遍预期，认为后面还有很
大的行情从而踊跃入市所致。消息面
显示，这波飚涨行情，除了政策面支持
外，主要靠的是大量资金堆上去。不过，
与近日走势往往呈二八分化不同的是，
今日众多的中小盘题材股几乎全线上
涨。今天的大涨，仍是以权重股为主导
的指数行情，大多数个股是被动的陪
涨，而尾盘的有所回调，意味着市场有
见好就收获利套现的意图。从今天个
股板块全面上涨来看，目前市场已经一
致看多，新的资金正在源源不断涌入
股市。操作上，投资者还是要保持清
醒，在积极寻机入市赚钱的同时，也要
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毕竟目前的上涨
是纯粹的资金推动型上涨，而其中有
相当多都是采取融资融券的方式靠抵
押获得的资金。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沪指大涨冲击2800点

本报讯 受评级机构穆迪下调日本
主权信用评级和中国、欧洲经济数据表
现不佳等方面影响，纽约金价1日强势
反弹。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
投最活跃的2015年2月黄金期价1日
比前一交易日上涨42.6美元，收于每盎
司1218.1美元，大涨3.62％。

黄金价格日内剧烈波动，最低一度
逼近1140美元/盎司，使得日内波动幅
度超过70美元，为多年来首次出现，但
与白银市场相比仍然相形见绌——白
银价格日内波动幅度超过17%，其波动
性创纪录新高。

受瑞士11月30日黄金公投未获
通过影响，纽约金价1日曾跌至每盎司

1142.91美元。随后，纽约金价受穆迪
下调日本主权信用评级等消息影响强
势反弹。穆迪当天宣布将日本评级从
AA3下调至A1，市场避险情绪增加，
加上金价近日已跌至较低位，投资者纷
纷转向购买具有避险功能的黄金。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贵金属市场在
利空出尽之后转而上涨，其支撑因素主
要来自空头回补和期货市场触发止损
买盘，现金市场出现逢低做多，美元指数
走软，避险需求升温，印度政府上周五
（11月28日）取消黄金进口管制措施。

数据面疲弱也使黄金期价承压。
欧洲方面，今年第三季度意大利国内生
产总值（GDP）环比下降0.1％，同比下
降0.5％；而欧元区的德国、法国的制造

业活动也有所萎缩。另外，印度央行
11月28日决定解除黄金进口限制，加
上目前黄金消费大国印度即将进入婚
礼旺季，也利好黄金期价。

技术方面，美国COMEX 2月黄
金期货价格周一收于日内高位附近，并
创五周新高，日线图上形成显而易见的
看涨“包线”形态；虽说黄金空头周一显
得力不从心，多头则重拾技术上涨动
能，但日线图上此前长达四个半月的下
行趋势仍然让投资者心有余悸。黄金
价格上方阻力位在1219.20美元/盎司、
1225.00美元/盎司和1256.20美元/盎
司，下方支撑位则在1208.20美元/盎
司、1200.00美元/盎司的整数位心理关
口以及1163.90美元/盎司。 （小升）

黄金反弹收涨1200美元关口
金价涨逾40美元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陈怡）
使用了十余年的黄金首饰“千足金”标
准被取消，“千足金”的标签会逐渐淡出
市场，统一称为“足金”，这是刚刚修改
过的《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
法》做出的新规定。记者近日走访海口
各大金店发现，绝大多数品牌的黄金饰
品尚未换标，标签上还是“千足金”

据悉，此次首饰贵金属国家标准的
主要修改内容是调整贵金属及其合金

的纯度范围。其中，“千足金”“千足铂”
“千足钯”“千足银”的纯度命名被剔除，
统一用“足金”等代替。修改后黄金首
饰的最高纯度为“足金”，商家在宣传黄
金首饰的纯度时，将不能再采用“千足
金”用语。黄金首饰生产企业可以根据
市场需求，生产含量为990‰、999‰、
999.9‰的足金。

据介绍，按过去的标准，千足金指
首饰中的金含量不低于999‰，足金是

指金含量不低于990‰。金首饰定位
为装饰功能，过高金含量的首饰硬度
低、质地软，佩戴中容易变形。

黄金销售业内人士说，目前市场
上的“千足金”饰品，其实只是主体部
分能达到千足金标准，搭扣、焊接部分
达不到，在遇到消费纠纷时，质监部门
要检验饰品纯度，往往要将其全部融
掉再进行检验。这样一来，不仅会毁
坏饰品，其整体的纯度也达不到“千足
金”标准，导致纠纷不断。“新国标”简
化规范了用语，也就堵上了商家人为
制造噱头的漏洞，间接地减少消费纠
纷，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引导消费者
健康消费。

黄金首饰“千足金”标准被取消

买金首饰别再找“千足金”了

12月2日，一名男子从香港
湾仔一家银行的恒生指数电子显
示屏前走过。

当日，香港恒生指数回升，
收报 23654.30 点，比上一个
交易日收市升286.85点，升幅
为 1.23%。主板全日成交额
1044亿港元。

新华社发

恒生指数
升286.85点 本报讯 据国外媒体报道，阿里巴巴如今继承

了亚马逊的传统角色，成为了美国传统零售商的
头号公敌。

多年来，美国实体零售商一直在攻击亚马逊，
称其受益于所谓的“营业税漏洞”。如今，他们又
将矛头指向了阿里巴巴，认为中国这家电子商务
巨头将成为营业税漏洞的下一个受益者。

由 Target、百思买（Best Buy）、家得宝
（Home Depot）和JC Penney等传统零售商组
成的团体Main Street Fairness日前推出了一
则针对阿里巴巴的广告，游说美国立法者，称阿里
巴巴将“扼杀”当地零售商，除非他们出台一个法
案来阻止营业税漏洞。

对于这则视频广告，阿里巴巴周一给予了反
驳。阿里巴巴说：“这则广告严重失实。阿里巴巴
根据业务所在国的法律进行缴税，在美国也不例
外。通过我们的各种网络资产，阿里巴巴致力于
为美国公司将其产品和服务出口到中国市场提供
机会。” （小升）

美国零售商推广告狙击阿里

阿里巴巴成“头号公敌”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郭爱民）据新
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与
前一日相比，12月2日，鸡蛋价格下降；蔬菜、肉
类价格以涨为主；食用油、水产品、水果价格微幅
波动；成品粮、奶类价格基本稳定。

普通鲜鸡蛋价格下降0.2％，白条鸡价格上涨
0.1％；监测的21种蔬菜中，13种价格上涨，2种
价格下降，6种价格持平；猪五花肉价格上涨
0.1％。

监测数据显示，9月中旬以来，全国鸡蛋价格
整体呈下降走势。与9月9日相比，12月2日，全
国普通鲜鸡蛋价格下降6.2％。分地区看，超过八
成省区市的鸡蛋价格下降。其中，北京、河北、山
西、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山西、
甘肃的价格下降尤为明显，降幅均已超过10％。

9月中旬以来

多省份鸡蛋价格下降

12月2日，一汽-大众第1000万辆整车——
全新奥迪A6L在下线仪式上亮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简称一汽-大众）
成立于1991年，拥有奥迪、大众两大品牌11大系
列产品，实现A到C级产品全覆盖。 新华社发

一汽-大众第1000万辆整车下线

本报讯 自2013年 12月 30日，A
股 IPO重启以来，中国企业（以下简称

“中企”）完成IPO数量实现暴增。
12月1日，CVSource投中数据终

端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月份至11月
份，224 家中企上市，募集金额共计
3407.8亿元，与2013年全年相比增长
159.05%。自年初A股市场IPO重启以
来，已有104家企业实现IPO；港股市场
中企IPO融资规模为1051.46亿元，略
逊于去年；美股市场前 11个月，中企

IPO数量不多，但融资金额出现巨幅增
长，比去年增长3458.51%。

有分析人士表示，明年新三板互联网
企业转板创业板通道开通之后，预计
2015年全年，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境外
市场以及创业板完成IPO的数量将激增。

国内方面，今年年初以来，除3月
份、4月份、5月份空档期以外，6月份
以来，A股IPO出现连续增长。截至11
月底，A股市场共104家企业上市，募
集金额591.04亿元，平均募集金额5.68

亿元。
在上市板块上，上交所IPO融资规

模领先，创业板 IPO 企业数量最多。
2014年1月份至11月份，上交所共34
家中企上市，募集金额268.67亿元，平
均募集金额7.9亿元；中小板上市25家，
募集金额126.14 亿元，平均募集金额
5.05亿元；创业板上市45家，募集金额
196.24亿元，平均募集金额4.36亿元。

去年A股市场冰封，众多企业扎堆
港交所上市，今年年初A股开闸，对中

企港交所IPO造成一定的冲击。前11
个月共92家中企在香港上市，募集金额
1051.46 亿元，比 2013 年全年下降
14.58%；平均募集金额11.43亿元，比
2013年全年下降13.65%。

前11个月，共14家中企在美国资
本市场上市，募集金额1746.86亿元，比
2013年全年增长3458.51%，平均募集
金额，比2013年全年增长1933.43%；扣
除阿里巴巴集团融资规模，前11个月，
平均募集金额16.04亿元，比2013年全

年增长161.38%。
以各交易所统计，前11个月，中企

IPO募资主要在全球7个市场板块进
行。其中，上交所吸引中企IPO募资规
模位居第三，优于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
但与香港主板相比差距较大，平均募资
规模仅约为香港主板市场的不到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新三板作为中
国三大证券交易所之一，今年挂牌企业
数量实现暴增，预计今年年底挂牌企业
数量将超过1500家。（来源：证券日报）

224家中企IPO募集资金3407.8亿元
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境外市场和创业板市场IPO数量将激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