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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上班通知
据公司安排，现通知杨燕、陈拔梅
等13名休假员工于即日起至6月
30日前，务必根据人事部已发送
的短信要求进入在岗状态，望相互
转发准时到岗。
万宁南鹏旅业有限公司兴隆天元
温泉酒店人事部

2015年6月26日

公告
我 处 受 理 Watcharintrawut
Mrs.Sarocha(韩春莲)等继承Mr.
Latkij Dansirikul(韩禄光)、Mrs.
Yindee Dansirikul（吴金花）遗
产公证。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七
日内如利害关系人有异议，可向我
处提起。电话：66753138，陈理

海口市椰海公证处

注销公告
五指山和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拟
向五指山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见报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轩昂贸易有限公司拟 向工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在见报
45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林尤生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6198102232313，特此声明。
▲ 李 小 凌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7198908040726，于 2011
年3月11日在澄迈县人民医院出
生男婴一名，其出生证遗失，编号：
J460157760，声明作废。
▲河南恒康建设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琼地税
海口字 460100583930110 号，现
声明作废。
▲刘群芳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30723199504165620，现特
此声明。
▲朱亦方遗失工程建设强制性条
文继续教育培训证书一本，证书编
号20107045，特此声明。
▲扶明举遗失工程建设强制性条
文继续教育培训证书一本，证书编
号20107144，特此声明。
▲郭书瑜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2198306182733，现特
此声明。
▲李南遗失身份证，证件号码为：
460103197910181827，特此声明。

房屋招租
海 口 美 兰 区 椰 林 路 1 栋 六 层
1910m2和1栋一层2600m2房屋拟
公开竞价招租，有意者请于2015年
7月2日11：00前携带相关资信材
料到五指山路43号或中沙路18号
报名。36510623，36513604

临街商业广场、铺面销售
本商业广场现定于本月28日起开
始销售，总面积约15000平方。可
整栋销售，分层销售，一层分割销
售。(可做酒店、宾馆、金融、娱乐、
等商业经营。)
联系人：吕先生、18907533616

更正公告
我司于2015年6月25日在海南日
报B07版刊登的1502期拍卖公告
中展示时间及缴款报名截止时间
为“2015 年 6月 29日”现更正为

“2015年7月1日”。其它事项不
变。 海南中南拍卖有限公司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13976322100

国贸发行站 13876677710 18689865272
琼山发行站 13198919988 13627537032
白龙发行站 13098993210 13876984883
新华发行站 13379877754 13976834458

白坡发行站 13698980708 13907558778
秀英发行站 13198947206 13697591335
海甸发行站 13807596387 13687597776
DM夹页广告办理电话 6681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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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228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三亚 1897629203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3976578108
五指山 18689861608
文 昌 13307616119
琼 海 18976113800

琼中 13907518031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976599920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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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647576863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由南国都市报社、海南日报社发行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八届“南国
卖报小行家”勤工助学活动即将启动。往届全省参与活动的中小学生
人数达到5000多人，深受广大学生与家长的支持。为了推动本届活
动的开展，本报将通过新闻版面、DM彩页夹投及进小区等方式，大力
宣传“南国卖报小行家”活动及支持本届活动的商家。为丰富活动内
容及增加学生活动礼品，我们面向全省开展招商活动，商家可通过现金
或物品等形式赞助和参与本届活动。欢迎爱心企业及各大商家踊跃参
与！来电咨询电话：66810583（张小姐） 66810754（王小姐）

第八届“南国卖报小行家”活动招商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武汉大学在职研究生报名
报名电话:13876008159谭老师

招 生

▲海南银河方舟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编 号 ：
J6410008495601。声明作废。
▲ 卢 兰 梅 居 民 身 份 证
460026196804150642 号遗失特
此声明。
▲洋浦安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工商银行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
G1046 9003 0106 9270A，声明
作废。
▲曾勇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为：362202198905267636，特此
声明。
▲谢小涛遗失报到证（就业介绍
信），证号：190667，声明作废。
▲万宁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牛漏
门市部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证号：4600241000294，声明作废。
▲海南省澄迈华侨农场遗失海南
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联，编
号：0334056291、0334056590，声
明作废。
▲海南旭宏投资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座落于海口市国贸大道韵椰庄
24号别墅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
为：14415，特此声明。
▲海口龙华千色名缘服装店不慎
遗失税务登记证 正本一本，证号：
23020219820803066701，现声明
作废。

铺面招租
海南省电化教育馆位于海口市西沙
路 2 号，现有一些小面积（6m2-
30m2）铺面租期将到期，拟对外招
租，租赁方式为一年一签，租金面
谈。有意者请于2015年6月29日
至30日到海南省电化教育馆资产科
登记报名。咨询电话：66779071。

华宝防水材料专卖
我司生产销售JS、K11防水涂料，
TF、有机硅、水不漏、胶泥、胶粉，平
价供应聚乙烯丙纶防水卷材。城西
店苍峄路18号：13976110804金
宇东路15号：66775662

▲梁小清遗失低压电工操作证，证
号：T460026198110161231，特此
声明。
▲王上喜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27199007070631，特此声明。

▲海南中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省分行营业部 开户许可
证，证号为:J6410002290901，声
明作废。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8日起下调金
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同时
有针对性地对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准。央
行有关负责人就此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此次定向降准并结合下调存贷
款基准利率的背景是什么？

答：今年以来，人民银行继续实施
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松紧适度，适
时适度预调微调，完善差别准备金动态
调整机制，对部分金融机构实施定向降
准，加强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作用，鼓励
金融机构更多地将信贷资源配置到“三
农”、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同时，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等多种
工具组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
场利率适当下行，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总体看，随着各项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
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银
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社会融资结构
有所改善，各类市场利率均有所下行，企
业融资成本高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正
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的接续关
键期，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和
防风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继续灵活
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结构调整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并着力降低社会融资成
本。同时，我国物价水平仍在低位运行，

实际利率高于历史平均水平，也为运用
存款准备金和利率工具提供了有利条
件。鉴此，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决
定再次定向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准备金率，同时结合下调金融机构贷款
及存款基准利率，以更好地平衡好总量
稳定与结构优化的关系，促进稳增长、
调结构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问：此次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措
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答：此次定向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款准备金率的主要内容：一是对2015
年初考核中“三农”贷款达到2014年6
月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
域农村商业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
个百分点。此前，已对“三农”贷款达标
的上述机构定向降准0.5个百分点，并
累计对小微企业贷款达标的上述机构
定向降准1个百分点。

二是对2015年初考核中“三农”或
小微企业贷款达到2014年6月定向降
准标准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
业银行、外资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0.5
个百分点。此前，已对“三农”或小微企
业贷款达标的上述机构定向降准0.5个
百分点。这样，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
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
农村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只要在2015

年初考核中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
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达到2014年6月定
向降准标准，均可执行较同类机构法定
水平低1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三是降低财务公司存款准备金率3
个百分点，增强大型企业集团内部资金
融通功能，提高资金周转效率，纾解国
有企业资金和成本压力，支持实体经济
转型发展。

问：此次为何没有在定向降准的同
时普降准备金率？

答：4月末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
分点后，银行体系备付金水平一度达到
历史高位，预计6月末银行体系超额备付
金水平仍将保持在3万亿元左右。同时，
货币市场隔夜利率最低时降至接近1％
的历史低位。近期受新股发行冻结巨量
资金影响，银行间市场利率与最低点相比
有所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银行体系
流动性总体上较为充裕，并不需要普遍降
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提供流动性。

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以来积极运用
货币政策工具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
特别是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更多地将
新增或者盘活的信贷资源配置到“三
农”、小微企业等领域。本届政府一贯
重视定向调控，着力提高宏观调控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2015年要继续实施定向调控、结构
性调控。此次定向降准的目的正是为
了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小微企业
发展的能力，强化正向激励作用，支持
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有利于
金融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问：此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对于
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有何积极意义？

答：2014年以来，为发挥好基准利
率的引导作用，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
行，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
银行先后三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
准利率。其中，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累
计下调0.9个百分点至5.10％，一年期存
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0.75个百分点至
2.25％。在基准利率连续下调的引导
下，2015年5月份，金融机构新发放贷款
加权平均利率为6.16％，较去年同期下
降0.91个百分点，创2011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同时，金融机构存款定价更趋理
性，存款利率总体有所下行，分层有序、
差异化竞争的定价格局基本形成。随着
各项政策措施效果的逐步显现，货币市
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也有明显下行，
社会融资成本整体有所降低。

从近几次降息的效果看，贷款利率
虽已全面市场化，但央行公布的贷款基
准利率仍然具有较强的导向和信号作

用，进一步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可望继续
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加之同步下
调存款基准利率，也有利于降低金融机
构的筹资成本，带动各类市场利率和企
业融资成本进一步下行，巩固前期宏观
调控的政策效果。

问：下一步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调
控方面还有哪些考虑？

答：此次定向降准并结合下调存贷
款基准利率，重点是要进一步增强货币
政策优化结构的重要功能，推动经济平
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继续发挥基准
利率的引导作用，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
本。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战略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和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
的总体思路，更加主动地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注意把握好宏观政策的力度和
节奏。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
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和改善宏
观审慎管理，优化政策组合，为经济结
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货
币金融环境。同时，进一步完善调控模
式，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
率形成机制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
道，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
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央行有关负责人就定向降准并结合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答记者问

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优化结构的重要功能
●继续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着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进一步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可望继续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
●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上较为充裕，不需要普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提供流动性

据新华社杭州6月27日电 以“纪
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为主题的钓鱼岛主权宣
传活动，6月27日上午在杭州图书馆拉
开序幕。本次在杭州的宣传活动将持
续到7月10日，随后还将在北京、青岛、
舟山、温州等地陆续开展活动。

本次活动由国家海洋局主办，杭
州图书馆和国家海洋局第二研究所

承办，包括“钓鱼岛历史与主权图片
展”“钓鱼岛真相”多媒体资料展播以
及专题讲座等三个部分。通过大量
的历史资料图片、视频资料和法律文
件，详细展示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自古就是我国固有领土的历史和法
理依据，揭露日本的行径是对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否定和挑战的
事实真相。

钓鱼岛主权宣传活动
在杭州拉开序幕

6月27日，三军仪
仗队队员和参加活动的
网友一起唱军歌。

当日，受中国军网、
军报客户端、军报记者等
解放军报新媒体邀请，20
多名网友来到中国人民
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
队，亲身感受仪仗队官兵
的训练生活。据介绍，这
是三军仪仗队首次向网
友开放。 新华社发

三军仪仗队首次向网友开放

据新华社天津6月27日电（记者周
润健、余晓洁）记者从27日在天津召开
的“类脑智能创新论坛”上获悉，近年来，
脑科学与类脑智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研
究和角逐的热点，美国、欧盟都相继启动
相关研究计划，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脑
的研究，正在论证相关计划，即将启动

“中国脑计划”。
“人工智能将推动‘第二次机器革

命’，实现人类社会的‘指数级增长、数字
化进步和组合式创新。’”中国科学院院

士谭铁牛强调说，“类脑智能的研究已经
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战略行为。中国应
该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抢占新一轮
产业革命制高点。”

“日本、美国和欧盟都已经启动了各
自的脑计划，中国当然不能落后。”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蒲慕明告诉记者，中国脑计划可以概括
为“一体两翼”：一体是以理解大脑为中
心，两翼分别是诊断、治疗脑疾病和类脑
智能技术的发展。两翼都侧重应用。

与会专家指出，脑科学与智能技术
的深度融合，将极大地推动类脑智能研
究的突破和发展，引领未来世界人工智
能的发展方向，重塑国家的工业、军事、
服务业等行业格局，成为国家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体现。

据了解，中科院自动化所率先启动了
类脑智能研究，并成立了类脑智能研究中
心，通过对人脑信息处理机制的研究、模
拟和应用，实现类脑智能计算技术，启发
未来信息与计算科学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脑计划”即将启动

据新华社上海6月27日电（记者何
欣荣）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国产心脏
起搏生产线27日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
落成，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有望
改变心脏起搏器被进口产品垄断的局面，
让更多患者用上性价比高的国产产品。

植入心脏起搏器，是治疗心动过缓
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广泛应用。
在我国13亿人口中，每年有54万心脏

性猝死和60余万心动过缓病人需要植
入器械，包括起搏器治疗。但我国目
前还没有完全掌握心脏起搏器的核心
技术和缺乏产业化经验，产品几乎完
全依赖进口，昂贵的价格使很多病人
望而却步。

“统计显示，我国每百万人使用心脏
起搏器的数量是38台，而发达国家是
800台，尚不到后者的1／20。”中国医

师协会心律学专委会主任、北京阜外心
血管病医院教授张澍说。

国产心脏起搏生产线投资方、上海
微创医疗董事长常兆华博士告诉记者，
此次落成的国产心脏起搏生产线，由微
创医疗和意大利索林集团共同投资，微
创以51％的股权控股。预计新一代国
产起搏器会在5年左右的时间投放市
场，相比以往开发周期大大压缩。

国产心脏起搏生产线在沪落成
有望打破进口垄断

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签署70周年纪念
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纽约联合国总部与联合国诞生地美国旧金山
市26日同时举行活动，纪念《联合国宪章》签署70
周年。1945年6月25日，饱受二战创伤的50个国
家代表在旧金山制宪会议上一致通过《联合国宪
章》。次日，这些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
字，为联合国的成立铺平了道路。 新华社发

《联合国宪章》签署70周年
纽约旧金山举行纪念活动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6月26日电 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26日宣布，捷克将军彼得·帕维尔26日正
式就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接替其前任丹麦将
军克努兹·巴特尔斯。这是首次由来自前华沙条
约国家的人士担任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北约自1963年开始设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
任期3年，主要负责向北约秘书长提供军事建议
以及协调北约军事和政治机构之间的工作。

捷克将军帕维尔就任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系首个前“华约”国家人士担任此职

6月2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性婚姻支
持者在最高法院前集会庆祝。

美国最高法院26日以5比4的投票结果裁
定，同性婚姻合乎宪法。这一裁决结果意味着同
性婚姻在全美50个州全部合法。随着这一裁定
的宣布，之前美国13个州对同性婚姻的禁令撤
销。美国也因此成为全球第21个在全境承认同
性婚姻的国家。 新华社记者 鲍丹丹 摄

美最高法院裁定
同性婚姻在美国全国合法

25日，被称为“法国史上最恶劣杀婴案”的主
角多米妮克·科特雷出庭受审。她多年前向丈夫、
亲友等隐瞒怀孕事实，先后秘密生下8名婴儿并
杀死他们。她先前辩称，自己与父亲常年乱伦，因
担心所生8名婴儿是父亲骨肉而行凶。

检察官说，1989年至2000年间，科特雷秘密
生下8名婴儿并用毛巾等闷死他们。科特雷受到多
项一级谋杀罪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将被终身监禁。

安晓萌（新华社微特稿）

法国杀8婴母亲受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