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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讯
海口市人民医院引进的美国、德国新

一代原装进口激光设备已在皮肤科投入

使用，治疗范围包括痤疮、去色素、去纹

身、减少皱纹、消除眼袋、祛除疤痕、祛斑、

美白等。

咨询电话：66151026

关于老马线老马一桥封闭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老马线（S208）K0+523处老马一桥实行全封闭拆桥施工的需

要，为保障工程顺利进行，并确保施工安全和行车安全，现决定对该
桥实施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方案如下：

一、管制时间:2014年12月20日至2015年8月20日
二、管制路段:老马线（S208）K0+523老马一桥
三、管制方式:根据施工实际需要，为确保施工组织及施工安

全，需对老马线（S208）K0+523老马一桥进行全幅封闭的交通管制。
（一）G225国道至马村方向的过往车辆，经南一环路、美伦路至

马村。（二）马村至G225国道方向的过往车辆，经美伦路、南一环路
至G225国道。

届时途经施工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指示标志或按交
通管理安全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14年12月16日

海南产权交易所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412HN0144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整体转让海口人民公园花梨

木，挂牌价格：638000元。公告期为：2014年12月23日至
2015年1月6日。标的清单及详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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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38
（陈小姐）、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4年12月23日

滨江帝景项目取消过街通道批前公示
海南六合批发市场有限公司开发的“滨江帝景”项目位于新大洲

大道东侧，总用地面积10.85公顷，分A、B区分期建设。因A、B区分
处40米规划路两侧，为满足小区内通行和公共设施共享，原批准的修
规方案中设置了人行地下过街通道。2014年10月建设单位申请取
消该地下过街通道，经我局组织专家论证，原则同意取消。鉴于A、B
区已建成，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按程序进行
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12月23日至2015年
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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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
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号楼南楼 204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二处，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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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3，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2月23日

凤凰雅居项目建筑设计方案及
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

海南丹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建的“凤凰雅居”项目用地位于美
俗路北侧，属海秀片区控规B1804地块，规划用地面积1594.7平方米，
拟建1栋地上14层、地下1层商住楼，容积率3.0，建筑密度22.7%，绿地
率45%，停车位50辆，层高55.4米（14层）。现建设单位申请增加太阳
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设计方案已经市图审中心审查，可补偿建筑
面积104平方米。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12月23日至
2015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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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
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
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编570311。（3）
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
电话：68724369，联系人：聂晓兰。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2月23日

千家村中山学园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公示
欧英豪、欧英海建设的“千家村中山学园”项目用地位于海口市

山内村晋江变电站北侧，该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现已完成并申报，我局
将根据《千家村低层住宅详细规划》、美教[2013]077号文和海规函
[2013]1404号文的意见审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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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工作日（2014年
12月23日至2015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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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
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
邮编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
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吴毓旺。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2月23日

琼山区教职工保障性住房项目设计方案批前公示
海南利兴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琼山区教职工保障性

住房”项目位于府城高登东街南侧，美舍河北岸，规划用地面积
10545.7平方米，属《海口市府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E0501地块范
围。现建设单位申报设计方案，因该项目位于美舍河景观规划控制
范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按程序进行批前
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12月23日至2015年1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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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
204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二处，邮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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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3，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规划局 2014年12月23日

海南嘉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06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确认，受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2015年1月12日下午3点在本公司
拍卖大厅公开拍卖如下标的：1、文昌市文城镇教育南路南侧“义方家
园”1号楼第 12层房产（即 1201、1202、1203、1205、1206、1207、
1208、1209、1210、1211、1212、1213、1215、1216、1217、1218、
1219、1220共计 18套房产）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共计：
920.81m2，参考价：人民币,453.078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200万
元；瑕疵说明：该标的土建工程基本完工，未办理初始登记，未办理房
产证。按房屋现状拍卖，买受人按照房屋的权利现状取得房屋，后续
的产权登记事项由买受人自行负责。标的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5年1月8日下午17:00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年1月8日
下午17:00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如为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款），收取保证金单位：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美兰支行；账号：39270188000052543。缴款
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4）海南一中法拍字第
50-1号案竞买保证金。并于2015年1月9日17:00时前到我司办理
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贸中心D座2101-02。
公司电话：0898-68571258；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301058；详情
可以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罗丕活向我局申请《国有土地使用证》丢失补发业

务。经查，该宗地位于乐东县九所新区南区东二横路，

土地证号为九所新区国用（2006）第 025号，现公告注销

该土地证书。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的，请于公告之日

起十五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申诉，逾期我局视该土地

权益无异议，将按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办理相关土地登记

手续。特此通告。联系电话：85523278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乐东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注销土地证书通知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陈平）今天两
市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平静的水底下却波
涛汹涌。沪综指再创新高，终盘涨18.85点，涨幅
0.61%，收于3127.45点，深成指微跌18.60点，跌
幅18.60%，收于10608.51点，但个股方面却是下
跌远多于上涨，两市个股涨跌比318：2091，跌停
的非ST个股达到罕见的295只，可谓惊心悚目，
惨绿一片。中小板与创业板几乎全军覆没，创业
板暴泻4.94%，收于1517.93点，几乎跌回本次反
弹起点。中小板跌幅也达3.79%。700多只个股
中也只有33只见红。两市成交放大至9322.8亿
元，显示两市有恐慌出逃的迹象。沪市之所以万
丛绿中一点红，又是银行、煤炭、有色、石化双雄、
保险、钢铁等权重股全力刻意护盘的杰作，成为市
场惨跌的遮羞布。

专家分析认为，本轮行情由于拥有政策利好
和资金流动性宽松两大要素扶植，不会轻易地结
束，只是疯牛行情需要修正一下，这有利于市场日
后更加稳妥地前行。技术上看，个股今天的惨跌
并不是坏事，如此恐怖现象客观上起到很好的洗
盘效果。后市在个股数量膨大下，已经不可能有
齐涨共跌的局面，大盘和个股大分化应是大趋势，
结构性牛市将更明显。因此，要想在股市中赚大
钱，必须把精力放在选股操作上，并控制好仓位，
特别是要留出一定数量资金作为后备军，才能让
自己在操作中进退自如。今日的走势提醒投资
者：既要重大盘，更要重个股，否则，在牛市里也难
以赚到钱。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沪指盘中创新高

近300只个股跌停

昨日市况

本报讯 浦发银行信用卡中心日前
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浦发信用卡
旗下50多款信用卡产品将无条件终身
免年费，这也是国内信用卡行业第一家
宣布终身零年费的银行。业内人士认
为，信用卡免年费是大势所趋，其他银行
很可能会跟风取消信用卡年费。

按照浦发信用卡的计划，从明年开
始，除了极少数面向高端客户发行、搭
载了特别高端权益的产品外，几乎所有
浦发信用卡产品均无条件终身免年
费。年费是国内、国外信用卡行业通行
的服务费，也是银行信用卡业务收入来
源之一。过去，国内商业银行一般采取

“刷N笔免年费”的政策，既鼓励客户刷

卡消费，也避免客户流失。不过在很多
信用卡持卡人看来，年费就像是板凳上
的水，看到了擦干净就没影响，没注意
坐上去就麻烦了。因此必须年年记着
哪张卡还没有“达标”，用卡不踏实。

虽然免年费给了持卡人甜头，不过
硬币总有两面，对银行来说也意味着“睡
眠卡”出现的概率上升——既然不收年
费，持卡人可能就不在意用不用卡了。

信用卡年费是传统信用卡重要的盈
利渠道之一，浦发此次宣布零年费的底气
到底在哪里？在业界分析人士看来，“浦
发此举实际上是逐渐放弃传统的信用卡
盈利模式，转而向互联网创新要效益”。

同时，一位业内人士直言，经过十多

年的快速发展，信用卡已普遍被消费者
接受，成为日常消费主要的支付结算方
式，在迎合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释
放居民消费潜力方面具有很大潜力：首
先是降低服务收费标准，直接减少持卡
人消费负担；其次是打通消费链上游，携
手线上线下商户利用大数据手段、移动
互联技术等提供消费优惠，以让利促进
消费，所以需要升级用户体验。

在市场分析人士看来，目前的中国
信用卡发展状况，银行业同质化竞争依
然激烈，但已经不再拘泥于同类产品定
位上的竞争，而是上升到附加服务、消费
体验等方面的竞争。从短期来看，服务升
级能够吸引更为成熟的持卡人。（小升）

国内信用卡行业首现“无条件终身零年费”

信用卡免年费成大势所趋

全国粮食总产量2014年实现“十一连增”，达到60709.9万吨，比上年增加
516万吨。图为郑春芳手捧新收的玉米，她是吉林榆树下辖的新立镇什家村农民，
家有水田、旱田各30亩。据她介绍，今年全家收获水稻4万斤，玉米5.2万斤，收入
10多万元。 新华社发

全国粮食产量“十一连增”

本报讯 国务院国资委22日发布
数据显示，2014年中央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22.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
增长3.3%；实现利润1.28万亿元，同比
增长5.2%；上交税金1.9万亿元，同比
增长4.1%。

国资委主任张毅指出，2014年中
央企业打赢了一场保增长的攻坚战，
在油气、煤、钢铁价格大跌、对“盈利

大户”的央企冲击很大的情况下，取
得 5.2%的利润指标来之不易。有 62
家中央企业效益增幅超过 8%，困难
企业总体实现减亏增利，17个地方效
益增幅超过8%。中央企业平均资产
负债率自 2008 年以来首次实现下
降。

从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来看，
1-11月，全国国资委系统监管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39.8万亿元，同比增长4.5%；
实现利润1.95万亿元，同比增长5.2%；
实现增加值8.1万亿元，同比增长6.9%；
上交税金2.8万亿元，同比增长4.8%。
其中，2014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
中，有47家中央企业和21家地方国资
委监管企业上榜。

在央企“走出去”方面，2014年中
央企业境外经营单位资产总额、营业收

入和利润占比分别达到12.5%、18.7%
和10.6%。

就国企改革的实施状况而言，张
毅表示，2014年“四项改革”试点取得
积极进展，8家中央企业试点工作有序
展开，74家中央企业建立了董事会。
此外，并购重组和资源整合力度进一
步加大。成立铁塔公司推动电信基础
设施共建共享，重组建成了全球最大

的油轮船队，华孚集团整体并入中粮
集团。此外，央地战略合作、企业间合
作继续加强。

针对目前中央企业存在的问题，张
毅指出，主要集中在企业经济运行的质
量和效益不高以及腐败问题频发两个
方面。他表示，对于上述问题国资委将
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

（来源：中国新闻网）

前11月利润增长5.2%

央企资产负债率2008年来首降 据新华社合肥 12 月 22 日电 （记者程士
华）21日，安徽省新型银政担合作试点正式启
动。一旦试点范围内发生代偿，担保机构、省
担保集团、银行、地方政府将按4：3：2：1比例
分担风险。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融资担保、破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精神，安徽省21日召开全省
银政担合作试点座谈会。银政担三方签订合作
协议，一旦发生代偿，以往由担保机构全额代偿
的做法将改成由承办的政策性担保机构承担
40％，安徽省担保集团（含中央和省财政补偿专
项资金）承担30％，银行承担20％，所在地方政
府财政分担10％。

据介绍，通过政策性融资担保对小微企业提
供金融扶持，是发达经济国家较为成熟、普遍的做
法。安徽省借鉴国际经验、结合地方实际，近年来
着力构建覆盖省市县三级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
系，政府财政连续多年对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注
资支持，坚持以小微企业为服务对象，不以营利为
目的，低费率、广覆盖，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方
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型银政担合作模式的启
动，将有利于调动银行与担保机构合作的积极性，
缓解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安徽启动新型银政担合作试点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本报讯 油价跌跌不休的大戏仍在
继续上演。本周五（12月26日）国内成品
油将迎来新一轮调整窗口，而目前原油变
化率对应的下调幅度已远超红线，供应过
剩情况下，未来国际原油震荡下行的可能
依旧较大，国内油价“十一连跌”或落地。

由于主要产油国拒绝减产，国际油
价18日大跌至2009年5月以来的最低
水平。之后投资者逢低买入，国际油价
19日出现大幅反弹。不过这并未改变
原油变化率负向发展的态势。

“预计最终下调幅度为440元/吨，目
前国际原油市场仍以空方主导，后期延续
下滑的趋势仍存，这周2014年最后一次
成品油下调或将落地，而且下调幅度或将
继续拉宽。”中宇资讯分析师马燕预计。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张斌也表
示，上周因美国原油库存意外下降等因
素，国际油价曾小幅反弹，但受全球石油
供应过剩及美元汇率强势的影响，油价
全周下跌2.2%。

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次油价下调的
同时，消费税也有所上涨。第一次提税
以油价不上涨为前提，第二次是提税与
降价同步实施。

卓创资讯分析师胡慧春认为，本周
调价窗口开启时，再次上调成品油消费
税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也有成品油机构
预测，目前，国内油价虽有下滑趋势，但
是鉴于近期两次调价，国家对于成品油
消费的宏观调控，下一轮调价不排除有
干预的可能。 （小升）

油价本周五或迎“十一连跌”
再次上调成品油消费税的可能性不大

本报讯 “在网银上操作，二年期
存款利率显示是3.5%，为什么到网点
就变成了4%？”北京市东城区的于女士
带着这个疑问到某国有大银行网点咨
询，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知道，各家银
行都差不多。”

同一家银行，同一期限定存利率竟
会有差异？针对储户的疑惑，《经济日
报》记者走访多家银行发现，这与商业
银行实行网上银行、省分行网点2套定
价系统有关。

“二年期存款3.5%的利率是该银
行网银定价，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5%，三个月、半年、一年存款利率分
别上浮10%，为2.6%、2.8%和 3%，三
年期则仍保持基准利率4%。”一位国
有大银行内部人士表示，网银存款定

价由总行制定，全国统一，客户在任
何省份办理业务都享受相同利率。
央行11月降息并扩大存款利率浮动
区间后，大多商业银行网银存款利率
均有不同程度上浮，但并未上浮20%
至顶。

“北京网点二年期4%是上浮至顶
后的利率。”该人士表示，之所以和网银
利率不同，与同一家银行各个省分行自
主定价有关。由于地区差异，各个省分
行会在总行规定利率（即网银执行利
率）基础上，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资
金价格、同业竞争等因素，综合决定是
否继续上浮至20%。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三大国有银
行北京地区网点均已实行定存利率一
浮到顶，即三个月2.82%、半年3.06%、

一年3.3%、二年4%、三年4.8%。“三年
期上浮20%是有条件限制的，需要存款
金额达到1万元以上且不转存，其他期
限的存款上浮至顶没有金额要求。”该
柜员说。

业内人士认为，从定价机制看，
全国性商业银行大多是总行统一与
分行灵活调整相结合。具体到存款
利率，总行层面会出台一个定价标
准，在银行网站公布并由网银统一执
行；省分行根据各地情况，在政策允
许范围内灵活调整，方案经总行审批
后即可执行。“除了存贷款等涉及资
金定价的业务，其他业务不存在网银
渠道、网点渠道差别。”某国有大银行
内部人士表示。

（来源：《经济日报》）

存款“同行同期”为何利率有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