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信琪：没收违法所得44万余元，并处以132万余元罚款；
孙国栋：没收违法所得1129.9万元，并处以3389.6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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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规划局
关于文国用（2012）第W0104822号

地块办公大楼加装观光电梯的批前公示
海南文昌乔昌泰德实业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

支行共同出资购买位于谷鸿大道与文建路交汇处一栋六层办公大楼，
土地证号为文国用（2012）第W0104822号地块（用地面积为295.98平
方米）。因楼层较高，缺少便利的交通条件，为便利客户以及提高工作
效率，拟在原办公楼东侧加装一部观光电梯。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
士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方案调整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15天（2015年9月12日至9月26日）；2、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
昌规划网、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
到：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
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规划局规划报建股，邮政编码
5713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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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符腾婷。

文昌市规划局 2015年9月12日

注销土地使用权证公告
儋土环资公告[2015]31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无偿收回儋国用（2011）第

452号、儋国用（2013）第255、605号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根据《土地登记办法》规定，现公告注销该3本土地

使用权证。

特此公告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9月11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

的决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
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
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
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龙华分局（14楼）办理异议登记或

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
联系电话：68531110

产权
申请人

谢承志

土地坐落

海口市海秀
路华侨新村

分摊土
地面积
319.92
平方米

权属来源

海口市房权证海
房字第41239号

原土地使用者

海口市秀英土地
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9月1日

关于启动2016年度省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公告

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县文化办、财政局、各相关文化企业：
近日，省文化办、省财政厅联合下发《关于申报2016年度海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海文办〔2015〕17

号），为切实抓好工作落实，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请有意向的文化企业务必于2015年9月30日前完成网上申报和纸质材料提交工作；
二、请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各市县文化办、财政局充分沟通对接，务必于2015年10月15日前按照申报条件和要求

完成网上审核和纸质材料提交工作；
三、《通知》可登录海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管理系统（http://whb.hnwhcyxm.gov.cn）或海南省人民政

府网站下载。
联系人：吕惠中 电话（传真）：65379637

海南省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5年9月11日

文昌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文土告字〔2015〕14号

经文昌市人民政府批准，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伍（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
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应当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
合体竞买，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项目规划设计条件及满足开发建设要求并出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
让手册。申请人可于2015年9月21日至2015年10月19日到文昌市国
土环境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22号窗口（土地产权交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该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为
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五、申请人可于2015年9月21日至2015年10月19
日到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三楼土地利用股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2015年10月19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经审核，申请
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5年10月19日
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
于2015年10月9日8时00分至2015年10月21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
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15年10月21
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

厅召开挂牌现场会）。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上述宗地后，竞
得人须按照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约定与文
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出让合同约
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本次出让宗地开发建设涉及月亮湾起步区的
整体规划实施，竞买人须充分了解《文昌市月亮湾北部起步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动态维护调整》的相关内容。（三）上述宗地按现状条件出让（具备动工
开发基本条件），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竞买人申请参加竞买的，
视为对出让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四）竞得上述宗地后，竞得人须严格按
照市规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1年内动工建设项目，3年
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五）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
告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清澜开发区一横路、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 系 人：林先生、冯先生、
安先生、熊小姐；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8555961 、36326216、
31651617；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
market.com/

文昌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9月12日

地块编号
文国土储（2011）-
1-1（A1）号
文国土储（2011）-
1-1（A2）号
文国土储（2011）-
1-1（A3）号
文国土储（2011）-
1-1（A4）号
文国土储（2011）-
1-1（A5）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昌洒镇月亮湾起
步区海滨路南侧地段
文昌市昌洒镇月亮湾起
步区海滨路南侧地段
文昌市昌洒镇月亮湾起
步区海滨路南侧地段
文昌市昌洒镇月亮湾起
步区海滨路南侧地段
文昌市昌洒镇月亮湾起
步区海滨路南侧地段

面积（m2）

29834.76

50116.26

41351.51

49143.96

9249.03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其他商服用地

出让年限

70年

70年

70年

70年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1.0<容积率≤1.1；建筑密度≤25%
绿化率≥35%；建筑限高≤75米
1.0<容积率≤1.1；建筑密度≤25%
绿化率≥35%；建筑限高≤75米
1.0<容积率≤1.1；建筑密度≤25%
绿化率≥35%；建筑限高≤75米
1.0<容积率≤1.1；建筑密度≤25%
绿化率≥35%；建筑限高≤75米
容积率≤1.0；建筑密度≤35%
绿化率≥30%；建筑限高≤15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6870.9452

11591.8909

9543.9285

11312.9396

1638.93

竞买保证金（万元）

4123

6956

5727

6788

984

昨日市况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记者陈平）今天沪深
两市全天仅成交5160.6亿元，比昨天减少945.9
亿元，再度创出近期以来成交量的新低。

沪综指全天的震幅只有60.31点，不足2%。
早盘在尝试向上冲击未果后，午盘则出现了向下
跳水走势，然而，在市场趁低吸纳盘的推动下也跌
不到哪去，终盘再次收出一颗小阳十字星，报收
3200.23 点，涨 2.34 点，涨幅 0.07%；深成指涨
0.37%，中小板涨0.38%，创业板涨1.05%。

尽管市场整体比较沉闷，但场内资金仍然在借
题发挥展开操作。“专车”监管意见最快本月公布，
受此消息影响，公交板块今日大涨，大众交通强势
封涨停，锦江投资、强生控股均有强势表现。大数
据十三五规划正编制，计算机板块发力上攻，浙大
网新、金桥信息、浪潮软件、航天长峰等多只个股强
势涨停。至收盘，两市个股涨多跌少，涨跌比1688：
670，涨停个股89家，跌停15家。

下周二、周三将召开美联储议息会议。因此，
下周，是大盘能否稳住的最关键时间段。若能稳
住，后市走出较大反弹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投资
者不妨密切关注。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沪市围绕3200点晃荡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
赵晓辉 陈文仙）中国证监会11日通报
称，日前对华泰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
券、方正证券等4家证券公司涉嫌未按
规定审查、了解客户真实身份等违法违
规案及浙商期货涉嫌违反期货法律法规
案调查、审理完毕，拟决定对五家机构和
相关负责人作出行政处罚。

经查，华泰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
券、方正证券对外部接入的恒生HOMS
系统、铭创系统、同花顺系统等第三方交
易终端软件未进行软件认证许可，未对
外部系统接入实施有效管理，对相关客
户身份情况缺乏了解，未能确保客户交
易终端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一致性、可读性，未实施有效的了解客户
身份的回访、检查等程序。

浙商期货在通过简单系统安全性测
试后便将恒生HOMS系统接入到本公
司期货交易系统中，并为部分客户向杭
州恒生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申请开通
HOMS系统，以方便客户进行分账户操
作。浙商期货知晓HOMS系统能够实
现分账户的功能，但未对该功能可能导
致的不良后果进行风险提示，未对该软
件的接入和上线进行风险把控。

证监会通报称，华泰证券、海通证

券、广发证券在2015年7月12日证监会
发布《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
活动的意见》之后，仍未采取有效措施严

格审查客户身份的真实性，未切实防范
客户借用证券交易通道违规从事交易活
动，新增下挂子账户，应从重处罚。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赵
晓辉、陈文仙）中国证监会11日通报，日
前已对马信琪涉嫌操纵“暴风科技”股票

价格和孙国栋涉嫌操纵“全通教育”等
13支股票价格两案调查、审理完毕，拟
对二人分别作出行政处罚。

据介绍，两案的操作手法均是通过虚
假申报等方法影响相应股票价格，并快速
反向卖出获利。其中，马信琪在2015年7
月31日多次大笔申报买入后快速撤单，
以不成交或少量成交的方式拉抬“暴风科
技”股价，随后快速反向卖出之前持有的
部分股票获利。孙国栋在2014年12月
至2015年5月期间，在开盘集合竞价阶
段、连续竞价阶段、尾市阶段通过虚假申
报、连续申报抬高股价等方式影响“全通
教育”等前述13支股票价格，并于当日或
次日反向卖出获利。除“全通教育”之外，
孙国栋涉嫌操纵的13只股票还包括“中
科金财”、“如意集团”、“西部证券”、“开元
仪器”、“奋达科技”、“鼎捷软件”、“暴风科
技”、“雷曼股份”、“深圳华强”、“仙坛股
份”、“新宁物流”和“银之杰”。

根据当事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
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相关规定，
证监会拟对马信琪和孙国栋分别作出如
下行政处罚：没收马信琪违法所得44万
余元，并处以132万余元罚款；没收孙国
栋违法所得1129.9万元，并处以3389.6
万元罚款。

证监会拟对五家机构和相关负责人作出处罚
拟对涉嫌操纵“暴风科技”和“全通教育”股价案的二人分别作出处罚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王文
迪、李延霞）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文表
示，为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制度，优
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金融机构流
动性管理的灵活性，自2015年9月15
日起改革存款准备金考核制度，由现行
的时点法改为平均法考核。

央行要求，维持期内，金融机构按
法人存入的存款准备金日终余额算术
平均值与准备金考核基数之比，不得低
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时，为促进金
融机构稳健经营，存款准备金考核设每
日下限。即维持期内每日营业终了时，
金融机构按法人存入的存款准备金日

终余额与准备金考核基数之比，可以低
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幅度应在1个
（含）百分点以内。

对于此次改革存款准备金考核制度，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采取小步审慎推
进的做法，对存款准备金实施平均法考核
的同时，辅以日终透支上限管理。改革后
的考核制度有助于金融机构平衡好资金
运用效率和流动性安全的关系，督促其不
断提高流动性管理的主动性和科学性，也
有利于平滑货币市场波动。

“存款准备金考核由时点法改为平
均法，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应对突发性支
付的超额准备金需求，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在流动性存在一定缺口时可以释放
一定的流动性。”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当前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下，此次
改革基本不会对市场流动性造成影响。

据了解，1998年存款准备金制度
改革至今，我国对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
实行时点法考核，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
需每日达到法定要求。而目前，主要经
济体央行均采用平均法考核存款准备
金。平均法考核方式给予金融机构流
动性管理上更多的便利性，但也对中央
银行流动性管理提出更高要求。随着
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具备了
存款准备金实施平均法考核的基础。

央行决定

实施存款准备金平均法考核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李延霞 吴
雨）中国人民银行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
国人民币贷款增加8096亿元，同比多增490亿元。

数据显示，8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91.08
万亿元，同比增长15.4％，增速比上月末低0.1个
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2.1个百分点。8月份外币
贷款减少20亿美元。

从涵盖范围更广的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看，初
步统计，8月份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08万
亿元，分别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多 3404 亿元和
1276亿元。其中，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
贷款增加7756亿元，同比多增753亿元。

存款方面，8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532亿元，
同比少增 3723 亿元。8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
134.05万亿元，同比增长13.0％，增速分别比上
月末和去年同期低0.4个和0.7个百分点。8月份
外币存款增加270亿美元。

货币供应方面，8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135.69万亿元，同比增长13.3％，增速与上月末持
平，比去年同期高0.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
余额36.28万亿元，同比增长9.3％，增速分别比上
月末和去年同期高2.7个和3.6个百分点。

8月份我国新增
贷款8096亿元

新华社日本神户9月10日新媒体专电（记
者林远 马兴华）厦门大学、日本神户大学与经济
参考报9日在日本神户联合举行“中国宏观经济
国际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
2015年秋季预测发布会’”，发布了“中国季度宏
观经济模型（CQMM）”2015年秋季预测报告；会
上同时发布了经济参考报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
究中心联合开展的百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
形势与政策问卷调查（2015年秋季）”的调查结
果。根据预测，2015年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
力，但经济增长率有望实现7.0％的政策目标，预
计全年GDP增速为7.10％，CPI上涨1.62％，通货
膨胀率维持低位稳定。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预测：

全年GDP增速7.1％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新媒体专电
港媒称，谁是华人世界最慷慨的慈善
家？从胡润研究院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
来看，香港地产大亨李嘉诚、阿里巴巴集
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和美国脸书网站创始
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妻子普丽西拉·陈名
列前茅，这三个人历年捐赠总额都超过
了100亿元人民币。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9月9日报
道，现年 87 岁的李嘉诚数十年如一
日地活跃在中国慈善领域。其中近
九成款项用于大中华地区，包括拿出
50多亿元人民币在他老家建立汕头
大学。

报道称，马云的公司去年在纽约
上市。这位内地第一慈善家在公司

上市前捐赠在阿里巴巴的股权成立
了一个慈善信托基金。马云曾表示，
这个成立时估值约为30亿美元的信
托基金将主要关注环保、卫生、教育
和文化领域。

内地单笔最大捐款来自大连万达
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他在2010年捐献
10亿元人民币重修南京一座寺庙。

胡润公布最慷慨华人慈善家

李嘉诚马云王健林上榜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韩洁 王

镜茹）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11日在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说，中央财政将
通过整合资金出资150亿元，建立总规
模为600亿元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
金。该基金将通过乘数效应带动上千亿
元社会资本注入。

许宏才说，国家出资150亿元，在跟其
他社会资金合作的过程中将采取适当让利
的方式来吸引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国有企

业和金融机构，也包括地方政府来出资。
对于民众关心的基金选择企业投

向的标准问题上，许宏才介绍，这次设
立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不再区分
方向了，而是把投向确定为工业、农业、
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行业、各个领域
的种子期和初创期成长型中小企业，把
政策范围拓展到全部的领域。通过创
新机制使各类中小企业均能够享受国
家政策的支持。

财政部：

600亿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将拉动千亿社会资本注入

在宁夏举行的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参展商（右）向参观者介绍中
国制造的无人机产品（9月10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对华泰证券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1823万余元，并处以
5470 万元罚款；对华泰证券经纪业务
总部总经理胡智及信息技术部副总经
理陈栋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10万元
罚款。

■对海通证券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2865万余元，并处以
8595.9万余元罚款；对海通证券零售与
网络金融部原任总经理丁学清及邹二
海、海通证券宁波百丈东路营业部前台
负责人高宏杰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万元罚款；对海通证券杭州解放路

营业部副总经理汪峥、海通证券宁波百
丈东路营业部总经理方贤明、信息技术
管理部总经理沈云明、合规与风险管理
总部副总经理宋世浩给予警告，并分别
处以5万元罚款。

■对广发证券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680余万元，并处以
2041 余万元罚款；对广发证券经纪业
务总部总经理王新栋、信息技术部总
经理林建何、广发证券上海分公司总
经理梅纪元、广发证券上海分公司电
脑部主管周翔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万元罚款。

■对方正证券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 871.7 万元，并处以
1743万元罚款；对方正证券信息中心负
责人刘少明、网点运营部陆帆给予警
告，并处以10万元罚款；对方正证券长
沙黄兴中路营业部负责人夏军、方正证
券上海延安西路营业部负责人杨晟给
予警告，并分别处以5万元罚款。

■对浙商期货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没收违法所得27872元，并处以30
万元的罚款；对浙商期货技术运维部
负责人郑杰给予警告，并处以5万元的
罚款。

马信琪涉嫌操纵“暴风科技”股票价格和孙国栋涉嫌操纵“全通教育”等
13支股票价格。依据证券法相关规定，证监会拟对：

依据证券法相关规定，证监会拟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