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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通

信费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收

据，编号0319930，特此声明。

▲海南中熙人防防护设备有限公

司财务章磨损，声明作废。

▲海南大坤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证件编

号：46010009768847X，声明作

废。

▲海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遗失发票，证件编号：01418074，

声明作废。

▲海南电力设计研究院遗失建筑

业统一发票（代开），发票代码：

246001420719，发 票 号 码 ：

00121286，声明作废。

▲黄步峥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2219951102451X，特 此 声

明。

▲符英建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007199203057279，特 此 声

明。

你本人于2015年8月2日至2015
年 8月 8日前来公司办理离职手
续。

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日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告
（2015）海中法执字第167号

本院在执行张越申请执行海南静
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保合同纠
纷一案中，拟对依法查封的被执行
人海南静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购
买的位于海口市海秀路138号中
平广场A栋4层面积为2033.03平
方 米 房 产 （ 合 同 备 案 号
A00067190）进行处置。对上述
房产的权属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7日内以书面方式向本
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
行。特此公告

二0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声明
吴奋：你于2015年7月16日开始
已连续旷工超过15天，已违反公
司的规章制度。公司依法予以解
除劳动合同关系，2015 年 8月 2
日为你的劳动合同解除之日。请

▲海口蓝予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王波芳不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各一本，纳税人识别号：

460029196809100045，特 此 声

明。

▲海南文昌伟丰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

469005000039817 ；税务登记证

正本，税号：460005082529601，

声明作废。

▲琼中营根自由通手机店遗失中

厂房仓库招租1512088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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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供应聚乙烯丙纶复合卷材。城西
店苍峄路 18号 13976110804
金宇东路 15号 66775662

注销公告
海南澄迈恒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拟向海南省澄迈县工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跨越思维投资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农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拟向
海南省澄迈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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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让自己的暑假变得更有意义吗？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发行中
心举办“第八届南国卖报小行家”活动。通过这个活动，参与的学生们
能够自我磨练、增长见识，感受到劳动的苦与乐，养成自力更生和勤俭
节约的好习惯。本中心还准备了丰富的奖品和好玩有趣的户外活
动！卖报期间，小报童们的卖报体会或日记、感想等优秀文章，将有机
会被挑选出来发表在南国都市报和南国都市报新媒体、南海网为此次
活动专设的“卖报小行家”专栏。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你准备好了
吗？赶紧联系我们吧！欢迎大家拨打活动咨询及报名电话：盘沣锐
15595727909；钟 明 敏 15008983873；QQ 群 202074457

第八届“南国卖报小行家”火热招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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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76599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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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29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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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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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标公示
万宁市东山河绿化带仁里段工程施工、监理招标于2015年07月

28日08:30:00在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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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标：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州龙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建弘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肯特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5年8月3日至 2015年8月5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

内向万宁市发展和改革局投诉，投诉电话：0898-62230582。
江西银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新华社北京8月 1日电 （记者吴
雨）为规范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
务，中国人民银行7月31日发布了《非
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1日，央行相关负责人就征求意见
稿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人民银行对支付账户进行分类
并进行相应的限额管理，是否会影响客
户的体验并难以满足客户的支付需求？

答：根据对国内典型代表性支付机
构2014年网络支付业务数据的分析，
2014年，61.3％的个人客户使用支付账
户余额进行消费、转账、购买投资理财
产品等（即《办法》规定的综合类支付账
户）全年累计付款金额不超过1000元，
80.12％的个人客户不超过 5000 元，
98.5％的个人客户不超过 20 万元；
72.31％的个人客户支付账户余额仅用
于购物消费（即《办法》规定的消费类支
付账户）全年累计付款金额不超过1000
元，92％的个人客户不超过 5000元，
99.72％的个人客户不超过10万元。

因此，《办法》对综合类支付账户、

消费类支付账户分别规定的年累计20
万元、10万元限额，对不同安全级别的
支付指令验证方式分别设置的单日付
款不超过5000元、1000元的限额，超出
上述年度和单日付款限额的客户，可以
通过支付机构提供的跳转银行网关或
快捷支付方式，用自己的银行卡（银行
账户）完成对外付款，且无额度限制，能
够满足绝大部分个人客户的付款需求，
基本不对客户支付体验造成影响，且有
效兼顾了安全与效率。

上述限额数据的确定，既参考了国
内典型代表支付机构的业务分析数据，
也考虑了尊重现实需求与未来支付业
务的规范发展，防范支付机构客户备付
金规模过度膨胀引发资金风险。当然，
《办法》目前正在向公众征求意见阶段，
限额管理是综合考虑支付效率与便捷、
以及反洗钱和客户资金安全等因素而
提出的。人民银行将认真评估社会各
界意见，按照“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
利避害，健康发展”的总体要求，制定适
度的监管措施，促进支付服务市场规范
发展。

问：《办法》中有关单日支付限额
5000 元的规定究竟是何含义？有何考
虑？

答：《办法》规定支付机构如采用不
少于两类验证要素，且其中包括安全级
别较高的数字证书或电子签名，则可以
与客户自行约定单笔、单日累计限额；
支付机构如采用不少于两类要素，但其
中不包括数字证书、电子签名，《办法》
参照人民银行针对商业银行、银行卡清
算机构的相关监管要求，规定了单日累
计5000元限额；考虑到客户在小额支付
场景下对支付速度的客观需要，为兼顾
安全与效率，《办法》允许支付机构在小
额支付业务中简化支付指令验证方式，
仅采用一类验证要素甚至不采用验证
要素，但这必须基于两个前提，一是支
付机构对该笔交易的风险损失无条件
承担全额赔付责任，二是单日累计金额
应不超过1000元。

客户将支付账户余额转账至本人
同名银行账户的交易不受上述限额管
理。同时，该规定仅规范个人客户使用
支付账户“余额”付款的交易，客户使用

银行账户付款的交易（包括“商业银行
网关支付”、“银行卡快捷支付”等模式）
则不受该限制。

另外，须特别指出的是，相对于单
位客户，个人客户对支付账户余额的实
际属性和潜在风险的理解程度较低，风
险承受能力也较弱，因此本条款着重于
保障个人客户的资金安全，并通过强化
支付机构对客户资金支付安全验证等
级与限额相关联的管理要求，引导支付
机构在保障客户资金安全和支付便捷
性方面兼顾平衡发展。

问：人民银行对现在网购普遍使用
的“银行卡快捷支付”类业务的管理要
求有何考虑？

答：“银行卡快捷支付”类业务涉及
支付机构、客户及开户银行三方，权责
关系相对其他支付方式较为复杂。为
清晰界定银行和支付机构的法律责任，
保障客户交易和资金安全，维护客户的
合法权益，针对目前此类业务存在的风
险漏洞，《办法》重申了发卡银行应始终
切实履行对客户资金安全的管理责任，
以及银行在每笔支付交易中自主完成

客户身份识别和交易验证的支付结算
基本规则。

问：《办法》规定支付机构不得为从
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开立支付账户有何
考虑？

答：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存在金融
业务经营风险。目前，支付机构的内控
风险体系建设不够完善，抵御外部风险
冲击的能力较弱。为避免两类机构的
风险相互传递，《办法》规定支付机构不
得为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开立支付账
户。同时该规定并不影响支付机构为
相关机构提供支付服务。一是现行支
付体系为传统金融机构提供了高效安
全的支付清算及结算安排，并符合国际
支付清算监管惯例和准则。二是支付
机构按《办法》规定虽然不能为网络借
贷等互联网金融企业开立支付账户，但
仍可为其提供支付通道服务，将付款人
的款项划转至网络借贷等企业的银行
结算账户。这不会影响网络借贷等企
业的业务开展，而且有利于保障客户资
金安全，也符合《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
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

央行就《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限额管理能满足绝大部分客户付款需求

为规范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
业务，中国人民银行31日就《非银行支
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
提出，非银行支付机构采用不足两类要
素进行验证的交易，单个客户所有支付
账户单日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000元。

网络支付业务依托公共网络作为
信息传输通道，不可避免地面临网络病
毒、信息窃取、信息篡改、网络钓鱼、网

络异常中断等各种安全隐患。为保障
客户信息安全和资金安全，意见稿提
出，非银行支付机构采用不包括数字证
书、电子签名在内的两类（含）以上要素
进行验证的交易，单个客户所有支付账
户单日累计金额应不超过5000元。

央行表示，允许非银行支付机构在
小额支付业务中简化支付指令验证方
式，仅采用一类验证要素甚至不采用验
证要素的，单日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000

元，并且非银行支付机构要对该笔交易
的风险损失无条件承担全额赔付责任。

另外，考虑到小额支付和日常缴费
业务的便捷性需求，意见稿还提出，除
单笔金额不足200元的小额支付业务，
以及公共事业费、税费缴纳等收款人固
定并且定期发生的支付业务外，非银行
支付机构不得代替银行进行客户身份
及交易验证。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学院教授黄

震认为，“盗刷、欺诈、套现等乱象频发，
网络支付安全越来越受到监管部门重
视。根据支付指令验证方式的安全级
别，对个人客户付款交易实行限额管
理，有助于引导非银行支付机构在保障
客户资金安全和支付便捷性方面兼顾
平衡发展。”

其实，除了日交易有限额外，意见
稿规定，要求个人客户拥有综合类支付
账户的，其所有支付账户的余额付款交

易（不包括支付账户向客户本人同名银
行账户转账，下同）年累计应不超过20
万元。个人客户仅拥有消费类支付账
户的，其所有支付账户的余额付款交易
年累计应不超过10万元。

央行表示，各项资金收付业务均应
基于其银行账户办理，以对相关机构进
一步明晰资金流向、加强资金监管、避
免风险传递。

记者吴雨（据新华社电）

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或将限额管理
验证未达标日交易不超千元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文仙 赵晓
辉）中国证监会7月31日公布的2014
年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情况显示，2014
年度我国资本市场诚信建设水平得到
进一步提高，大多数市场参与主体没有
失信记录。存在违法失信记录的机构
总体上较少，总计394家，其中失信记
录数量最多的机构是上市公司，总计
231家，占当年存在失信记录机构总数
的比例超过57％。其次为41家机构投
资者和40家证券公司，其他各类机构
整体上失信记录数量均保持在较低水

平，其中新三板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各为
1家。

资本市场存在违法失信记录的人
员数量总计1080人，占比最大的是上
市公司人员总计634人，包括董事、监
事、高管及其他相关责任人员，约占当
年全部失信人数的59％。排名第二的
是自然人投资者，共有211名自然人投
资者出现失信行为，占比约为20％。再
次为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人
员105人，约占9.7％。从各类人员失
信记录数量上看，证券公司、基金公司、

期货公司存在失信记录的人员数量相
对较少。

从失信行为内容上看，2014年失
信行为的违法成本持续增加，失信行为
被揭露和惩戒的可能性在逐步加大。
失信行为总体呈现多样化态势，包括信
息披露违法失信、市场交易违法失信、
业务经营违法失信、内控管理违法失信
等多种形式，其中信息披露违法失信行
为占据主要部分。随着对主要失信行
为的严格监管执法，不同违法失信行为
会杂交、糅合，制造或者利用信息优势、

借助职务便利等可能将以“创新”的面
目出现。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说，
诚信是资本市场健康、稳定、繁荣发展
的重要基础。2014年度诚信信息数据
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体现了一年来证监
会立足“两维护、一促进”，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积极推进监管转型、持续
加强市场诚信建设的重要成果，为进一
步提升资本市场诚信水平，强化守信激
励、失信惩戒的诚信约束作用提供了较
好的基础和参考。

我国资本市场近六成失信者来自上市公司
失信行为被揭露和惩戒的可能性在逐步加大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1 日 电
中国共产党的
优秀党员，久经
考验的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
家，我国科技和
财经战线的杰
出领导人，原中
共中央顾问委
员会常务委员，
原国务委员张

劲夫同志，因病于2015年7月31日23时58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张劲夫同志逝世

据新华社东京8月1日电（记者刘秀玲 冯
武勇）日本宫内厅8月1日首次公开裕仁天皇宣
读停战诏书的原版录音。战时充当皇宫防空洞的

“御文库附属室”的照片和影像资料也同时公开。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国宣读

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即“玉音放送”。
此前用于日本电视广播节目中的“玉音放送”皆为
复制版。宫内厅称，选在战后70周年公开象征战
争结束的两大史料意义非凡，期待史料的公开能
有助于人们铭记战争历史。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
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
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正式宣布
日本无条件投降。

日首次公开裕仁天皇
停战诏书原版录音

7月31日，一名旅客在南京火车站
售票厅展示新版磁介质车票。

自2015年8月1日开始，新版火车
票将在全国范围内替代旧版火车票发
售。 新华社发（苏阳 摄）

铁路新版车票
8月1日起全面推行使用

7月31日，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交界的科
达西，人们在军机坠毁现场围观。

当日，哥伦比亚一架军用运输机因机械故障
在哥北部塞萨尔省坠毁，机上11人全部遇难。

新华社/路透

哥伦比亚一架军机坠毁
11人死亡

吉林省副省长谷春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谷春立，1957年出生，汉族，辽宁锦州人。
1975年参加工作，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
研究生学历，科技哲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曾任辽
宁省鞍山市市长、鞍山市委书记。2013年，吉林
省副省长。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吉林省副省长谷春立
接受组织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