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记者查
文晔）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13日福建
龙岩台胞旅游交通事故发生后，大陆有
关方面持续高度关注，全力妥善处置。

海协会、国家旅游局工作组14日
赶赴福建龙岩，看望慰问受伤台胞和罹
难者家属，协助福建有关方面开展救
治和善后工作。福建省旅游局、台办、
卫计委等部门人员已于13日晚抵达事
故现场，会同龙岩市对伤员救治、事故
认定、家属接待等善后工作作出安排。

大陆各方全力处置
台胞在闽旅游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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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供 求

商铺出售
临街一层带租约 13876399919

220亩土地寻求合作
临高县市政大道，手续齐全。寻有
开发经验的开发商合作。林先生
13699880987

遗失声明
洋浦建鸿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章，营业执
照 正 副 本 ， 注 册 号:
4603001600340，组织机构代码
证正副本，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务证号:460040780713238，银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2201027409200120645，声明作废。
▲文昌荣申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32419480-9，声明作废。
▲于成丽遗失身份证，证号：
232622197610151242，特此声明。
▲陵水县陵城新华路（郑翠红）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各一本，
税号:460034800220532P1，现声
明作废。

公告
海南运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
海南鼎大置业有限公司解除合作，
债 务 联 系 人 ：张 先 生 电 话 ：
18976662992

海南鼎大置业有限公司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贷 款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98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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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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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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754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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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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红城湖路怡田公寓1001房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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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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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和贷款66236622
专业办理贷款利息低可当日放款
友谊广场七楼 13707565563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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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江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60000000210620，现声明作废。
▲海口琼山戈嘉达尔服装店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0107600076133，声明作废。
▲海南德力士酒业有限公司遗失
海南地税机打发票，发票代码：
246001470414，发 票 号 码 ：
12107301，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庞利金金服装店遗失
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60106600468882，声明作废。
▲潘秀玲遗失大勇商厦叁层二排
18号铺面保证金单一张，保证金
单金额为36000元，声明作废。
▲李彩桃遗失大勇商厦叁层三排
7号铺面保证金单一张，保证金单
金额为22800元，声明作废。
▲刘尾爱遗失大勇商厦叁层壹排
12号铺面保证金单一张，保证金
单金额为39600元，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绿岛商行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邓羽彤于2015年02月26日海
南省昌江县人民医院出生的一名
女 婴 ，其 出 生 证 遗 失 ，编 码:
0460188776，声明作废。
▲海口红城湖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壹张（空
白），发票代码：246001390619，发
票号码：00170980，声明作废。
▲莫菊连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集体土地使用证一本，证号：琼
中集用（2010）第 04897号，特此
声明。

终止合同公告
海南正大天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鉴于2016年4月19日在本报刊登
《催告履行建设施工合同》，合理期
限已过，至今你方仍杳无音讯，已
构成根本违约，从今日起我方与你
方正式终止合同。请相关权利人
向海南正大天一土木工程有限公
司追索权利，与我方无关。特此公
告。公告人：陈成月、陈成蕊

2016年8月15日

注销公告
洋浦建鸿实业有限公司拟向洋浦
经济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仅债务人见报日45天
内到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腾润鑫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拟向海口市工商局申请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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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花绿植出租
花木修剪机械出租13322027316

求购房地产项目、开发土地
某上市企业为满足公司发展，寻购
权属清晰的地产项目（在建待建均
可 ）或 土 地 ，欢 迎 中 介 。
18976333878

旺铺招租
海口宾馆五指山路临街铺面招租，
面积1000平方，配套大型停车场，
适合办公、金融医疗机构、设新网
点。电话：13976648763

房地产寻求合作或转让
位于东海岸皇冠酒店斜对面，建筑
面积2.3万平方米，寻有实力的公
司。18976769680

▲王清海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集体土地使用证一本，证号：琼
中集用（2010）第 04907号，特此
声明。
▲王秀全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集体土地使用证一本，证号：琼
中集用（2010）第 11968号，特此
声明。
▲王业春，王珍川 不慎遗失中华
人民共和国集体土地使用证一本，
证号：琼中集用（2010）第 11971
号，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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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记者
日前从教育部获悉，为了给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答疑解惑、帮助他们顺利入
学，教育部将于8月15日至9月15日
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据悉，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
电 话 为 010—66097980、010—

66096590。这是自2005年起，教育
部连续第12年在暑期和开学初开通
此热线电话。

教育部指出，国家高度重视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已建立健全
涵盖“奖、贷、助、补、减”等多项措施的
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在高等教育

阶段，建立了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
贷款、补偿代偿、新生入学资助、勤工
助学、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

“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并举的混合资
助政策体系。

今年，除开通热线电话外，教育部
还明确要求各地、各中央高校也全部

开通热线电话，认真对待学生和家长
的每一个问题，做到“件件有说法、事
事有落实”，实实在在为学生解决问
题。如果学生有问题，可先打给就读
的学校；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再
打相关省市直至教育部热线电话。办
理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的学生，有疑问也可拨打国家开发银
行热线95593咨询。

据介绍，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
电话结束后，学生可以通过学校的资助
部门咨询政策和反映问题，也可拨打教
育部常年开设的统一监督举报电话
010—66092315、010—66093315。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今起开通
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答疑解惑

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

楼市现状和走势如何？
——聚焦楼市四大热点

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楼市经历了上半年的升温
后，楼市趋缓、地王频现、限购限贷、杠杆风险等成为房地
产业的热点问题。日前在海南举行的2016博鳌房地产论
坛上，与会人士就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今年上半年出现的部分城市房
价新一轮上涨不可持续，下半年或将
下降。”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欧阳捷说。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刘建伟表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
房价环比上涨城市数继续减少，涨幅
继续收窄。

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
比上涨的城市分别有55个和48个，
分别比上月减少5个和1个；下降的
城市分别有10个和14个，分别比上
月增加6个和1个。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环比上涨的55个城市里，有33
个城市的涨幅比上月收窄；最高涨幅
为4.9%，低于上月0.6个百分点。

据测算，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比综合

平均分别上涨1.8%和1.2%，分别比上
月收窄0.1和0.2个百分点。分城看，
一线城市环比涨幅比上月略有扩大，
二三线城市环比涨幅持续收窄。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
说，几个月来，房地产销售保持较高
增速，但在经历回落过程；房价涨幅
有所放缓，楼市分化较为明显。

谈及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走势，住
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
云昌表示，预测下半年将会比较平
稳，增速会放缓。“由于房价已经到达
周期高位，明年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
将出现负增长。”

对于房地产下行趋势的判断，全
联房地产商会创会会长聂梅生也表
示认同，她认为上半年房价涨幅已形
成阶段性高点，未来整个市场趋缓已
成趋势。

热点一
房价会否继续上涨？

地王频现成了上半年房地产市
场的一大特征，全国50个主要城市
冒出200余宗“地王”。与会人士认
为，这场“地王盛宴”背后的风险值得
警惕。

“地王项目未来能否赚钱，要看
货币政策是否会收紧。”迦南资本合
作创始人、建银精瑞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晓东表示。

对于地王频出现象，经济学家向

松祚说，这说明中国房地产不够健
康，目前北、上、广、深、杭均价已经接
近5万元，购置100平方米房产需
500万元，超过其高薪阶层年收入的
10倍，房价收入比过高。

“现在是没买到地纠结三天，买
到地纠结五年。”旭辉控股董事兼主
席林中认为，未来5年，北上广深房价
难以覆盖现在的地价，近来在这些城
市买地如果要想有钱挣，压力不小。

热点二
“地王”频现背后有何风险？

就在与会人士就“如何看待二线
城市限贷限购”讨论之际，二线城市

“四小龙”中的两个先后发声：南京宣
布在南京购买二套住房首付将不低
于35％，土拍网上竞价达到最高限
价90％时，该地块所建商品住房必
须现房销售。

欧阳捷表示，二线热点城市出台
调控政策，目的是解决房价过快上涨
的问题，同时控制地价的快速上涨，
两者相辅相成。

中国房地产协会原副会长朱中

一也表示，中央提出抑制资产泡沫，
预示着热点城市将严格实施差别化
的住房信贷政策，以抑制房价、地价
非理性上涨。南京、苏州通过限购、
限贷等政策，力求降低房地产市场的
杠杆率，抑制投资需求，呼应中央的

“抑制资产泡沫”政策。
不过，此前合肥等城市的限贷政

策被称为“最严楼市限贷”引发争议，
有人认为行政手段干预过多。顾云
昌认为，限购、限贷等政策是不得已
而为之，是短期行为。

热点三
楼市调控是否更严？

“中国居民购房加杠杆的速度过
快。”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巴曙松在论坛上说。

巴曙松表示，从他的研究来看，
我国居民购房杠杆率从2005年的
17.1％猛增到 2015 年的 39.9％，
2016 年这个数字估计会上升至
44％。每一轮房价的上涨，都伴随
着居民购房杠杆率的提升。

“通过交易杠杆大致评估后发现，

新增的房贷销售比处于高位，上涨空
间有，但不宜有太乐观的预期。”巴曙
松说，中国的新增房贷的销售比从
2011年以来持续上升，2016年上半
年高达43％，而50％左右被认为是居
民新增房贷销售比比较高的水平。

与会人士认为，“首付贷”等杠杆
产品应该被重点关注，否则会引发一
连串的负面效应。

记者 王存福 吴昊 代超
（据新华社海口8月14日电）

热点四
杠杆风险到底大不大？

新华社长沙8月14日专电（记者刘良恒）
长沙警方通报，一七旬男子爬上19米高的通信
基站3个多小时不肯下来，通过极端方式表达
诉求被警方行政拘留10日。

据通报，8月12日17时许，一男子爬上位
于长沙开福区湘江大道开福寺路口的一座19
米高的通信基站塔拉横幅表达维权诉求，引来
众多群众围观，导致附近路段交通拥堵。接警
后，公安民警、消防官兵迅速赶赴现场处置，耐
心劝导爬塔男子，并铺设救生气垫、调集消防云
梯车进行处置。当天20时30分许，现场公安
民警、消防官兵通过云梯车将该男子成功救援
下来。随后，该男子被带回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经查，该男子何某，70岁，湖南沅江人，因
其子何某慧（张家界市某医院工作人员）与所在
单位存在纠纷，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未果，
遂来到长沙，希望通过爬通信基站塔拉横幅的
方式表达维权诉求。经警方调查，该男子曾于
今年6月、7月先后两次在长沙芙蓉区人民路、
解放路实施过类似行为。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何某行
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长沙市公安局开福分局依法对何某作出行
政拘留10日的处罚，因其年满70周岁依法不
予执行。

爬基站表达诉求

湖南七旬男子
被警方处罚

新华社昆明8月14日新媒体专电（记者丁
怡全 侯文坤）近日，有网友曝料称昆明长水机
场有旅客因航班延误迁怒于他人，将延误餐泼
向机场地服人员，引发网友对不文明行为的声
讨和热烈讨论。

昆明长水机场14日证实此事属实。据介
绍，8月13日凌晨，在昆明长水机场，东方航空
公司从昆明飞往杭州的MU5656航班原计划
22：35分起飞，但因航路有雷暴，航班起飞时间
延误3个小时。一名旅客因航班延误一直闹着
要走未果，就在航空公司两名地服人员给旅客
发延误餐时，将延误餐泼洒到地服人员身上。

事发后，地服人员立即报警。机场派出所
民警将该名乘客带到派出所，并对其进行训
诫。随后，该旅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当面向
地服人员致歉，双方达成和解。该乘客随后飞
离昆明。

昆明长水机场航班延误

旅客将延误餐
泼向地服人员

8月13日，市民在四川省泸州市一水上娱
乐公园戏水避暑。

立秋过后，四川省泸州市出现持续高温天
气，“秋老虎”发威，大批市民来到泳池及水上
娱乐场所戏水避“虎”。 新华社发

戏水纳凉躲避“秋老虎”

8月14日，台湾旅游团的受伤人
员在龙岩市第一医院骨科病房接受治
疗。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新华社石家庄8月14日电（记者
朱峰）记者14日从河北省公安消防部
门获悉，当天晚间，10名游客在承德
六里坪景区探险迷路，7名游客在张
家口大海坨山被困，目前当地公安消
防官兵正展开积极救援。

据承德市消防支队介绍，14日晚
18时许接到报警，10名游客在承德
市兴隆县六里坪景区探险，不慎迷
路。目前消防官兵已经抵达六里坪
景区，会同当地派出所民警和群众进
山搜救。六里坪是国家森林公园，处
于北京、天津、承德接合部，最高主峰
1442米。

据张家口市消防支队介绍，14日
晚20时许，张家口赤城县消防大队接
到公安局转警，7名驴友（5男2女）被
困大海坨山，据了解，被困驴友没带
登山装备，现在赤城县消防大队正赶
赴现场救援。大海陀是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位于张家口市赤城县西南，
邻近北京，主峰海拔2241米。

17名游客
在河北景区被困
消防官兵深夜展开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