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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7年2月24
日00:00—06：00对中兴ITV平台进行升级优化，预计
部分ITV用户将无法观看2月24日凌晨1点到1点半左
右的ITV回看和时移节目。其他业务均不受影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拟对下列资
产分别进行处置，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并应具备
良好财务状况，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序
号

1

资产名称

海南乐普生百货
有限公司债权

资产
种类

债权

截至2017年1月31
日债权总额/抵债金额

2006.74

所在地

海口

资产（包）基本情况

债务人早已停止经营，其名下的三处房产已经设定抵押权933万
元、被海口市中院（2014）海中法执字第47号裁定查封、被海口
市龙华区法院（2014）龙民二初字第72号裁定轮候查封。保证人
安徽百大乐普生商厦有限责任公司正常经营，其名下房屋被海口
中院于2013年12月查封。

联系人

胡先生
刘先生

联系电话

68650464
68667384

邮箱

huke@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资产清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由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的犯
罪嫌疑单位海南中川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犯罪嫌疑人郑满、宏
炜、黄清平、冯嘉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本院正在审查
起诉。因本案被害人众多，为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提高工
作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告通
知各被害人（名单附后）。

联系电话：0898-66823138
联系人：成燚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
二0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被害人名单：邢祚福、姚定楷、林明民、郑大兴、王应仁、陈英
（1973年）、陈玉霞、廖菁馨、李丽华、邢修武、林师忠、王永敏、谭
英武、谭玲、郭春青、田宪礼、陆海仙、符妚四、陆振林、陆海芳、周
月芬、周新和、王振昊、汪全胜、张丽珍、王业华、陈超贤、何馥娟、
张美玲、赖明珍、王友新、李美君、冯庆娥、王树斌、邓菊、吴永坚、
于宝衍、徐菊敏、陈立、罗立、房建銮、陈焕强、朱荣衢、林子秋、郑
满、文欢、陈琼、陈霞、陈冠、陈鸿、舒克军、邢谷晓、潘修旺、张映
飞、柴春华、周瑞芝、石海辉、邓奕强、肖文、李学能、徐建功、唐
玲、徐小慧、段伟文、何黛霞、汪菊兰、姜东海、杨锋、李新影、杨静
明、邢业盛、甘钦荣、陈菲、王月、刘晓玲、魏云仙、王永喜、张习
莲、姚钿浩、黄海娟、舒文红、胡阳秀、符袖攀、李蓉、翁楚玲、翁
翔、刘元德、许乙川、黄同发、谢岱岑、吴海桂、王秋香、陈美莲、石
卉、陈飞莲、黄惠莲、李建、蒲文霞、柳青淦、仲玉勤、汪守国、周亚
君、卢正川、李淑兰、林洪雄、陈旭明、刘杰、王德友、桂愉侬、林桂
花、马燕珊、郑荣鑫、陈史君、胡江月、王富尧、王定中、符光华、符
春、刘海、梁俊、文欢、吴华英、陈建勇、洪素男、郭加林、王金成、
林柄全、林仙敏、黎妚燕、陈让峥、吴开文、徐东霞、陈艳如、董菲
菲、韩孟英、吴清英、钟凤艳、林叶、胡宪明、赵志昆、林芳兴、曾小
玲、张光东、郭海榆、汪稳芝、张仁俊、王雪莲、徐美梅、吴秉枢、刘

秀兰、杨云山、杨志昕、汪勇、宋飞燕、韩向清、施进洁、陈育明、田
甜、王玉华、胡文萍、陈学升、池展深、陈爱玉、张凤琴、王子林、郑
照梅、高澎、孙慧瑛、周庆辉、赵斌、陈启忠、陈朝琼、许青燕、韦玫
美、陈云、陈美云、芳小辣、符小妹、朱玉艳、郑照伟、伍伟、王舜
贞、李玉兰、华周、洪素玲、欧阳钺、陈海山、黎兰英、李仕敦、左嗣
发、周顺松、宋美、宋志红、云惠玲、周少美、邓宝霞、廖启任、曾浩
海、黎明、钟映满、庄光炳、陈建峰、蔡筱芸、吴玉英、钟荣耀、叶月
明、沈列彬、李兴贵、李德群、李春、杨观效、张美婷、马存孝、翁梅
花、李志明、雷镇川、郭杰义、陈宗文、牟斌、王耐芳、金晚桃、陈艮
桂、吕春桃、王咪娜、吴江、陈元辉、黄阳、陈元丰、王亚珍、陈玉
玲、曾玉凤、胡澎、秦志喜、沈永生、何小英、杜娟、韦日海、陈少
丽、符锦甜、李坚（李贵祥）、刘济生、郑转英、刘建初、高学年、王
道明、陈才凤、张焕珍、胡平伟、韩丽敏、符庆云、邓海芳、王丽敏、
黄宏川、陈志强、戈玉美、伍素娟、陈涛、林建珍、林健英、林芙蓉、
张爱兰、李兴吉、李菲、王月严、顾兴居、吕丽珠、刘雪花、戈遇燕、
郭松海、汪晓丽、孙昀、胡满华、王耀东、郑晓香、何菊英、高梅、王
韵韵、高燕玲、陈启发、陈琼云、邓浩云、陈钟龙、赵跃文、蔡雪金、
张月兰、郭子湘、陈成礼、邵桂春、马春瑛、张尽忠、霍淑清、郭郑
转、卢美伶、吴春芳、何贵枝、徐洋、蒙彩玲、麦影华、卢兴培、冯青
英、林军、邱映凤、曾琼、冯燕妮、冯日明、张燕、韩芳、王录生、梁
秋玲、袁良雍、吴凤南、林拔英、胡鸿明、徐艳、陈亚燕、王兀、王秀
兰、符春娥、梅彦云、赵羽翀、张慧玲、梅林英、徐淑清、吴大伟、张
修霞、谢小萍、王雪银、谭业海、孙国芳、王中凤、宋文金、邢月兰、
简夏红、宋世元、李爱娟、符传芳、邵建华、黄宏实、张帆、焦会英、
王德智、肖海燕、蒙爱华、许文深、刘助文、谭慧、赵泽祯、彭玉珍、
黄飞、刘娟、冯秀兰、冯嘉光、杨英霞、邢丽烨、陈英（1964年）、郭
和凤、胡岫云、朱传焰、郑美芳、刘思、麦晓琳、黄愷愷、李恒、陈毓
梅、石华、杨业伟、张孝铭、陈丽兴、万明发、孙桂芹、梁坚、杨伟
文、林瑞英、秦镜、文发沙、向云、蔡时岗。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公告

公告
我司位于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瑞佳·万树阳光项目7号楼

以下房产已销售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我司也依约交付房
屋，但经多次催促，至今未向我司付清购房余款的客户房号及名
单如下：

7#A307罗三憨、7#A407胡流海、7#A507许源、7#A607
林 日 勤、7#A707 陈 虹、7#A807 杨 发 生、7#A907 王 芳、
7#A1007 张 晓 俊 、7#A1107 郭 小 飞 、7#A1207 罗 凤 珍 、
7#A1307刘翔、7#A1407周晓东。

现我司正式函告，望上述客户于2017年2月22日前向我
司付清所拖欠的房款和违约金，如逾期未付清所有款项，我司将
依据合同约定解除双方合同，追究违约责任。

海南南光瑞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2月17日

儋州市那大镇佳华小区商铺拍卖公告
受儋州市国资委委托，定于2017年3月29日下午15:00分在儋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怡心花园迎宾大道D15栋沿街商铺二
楼）公开拍卖：

儋州市那大镇站前路东南侧佳华小区80间临街商业铺面，商铺
编号、参考价及面积详见《商铺拍卖目录清单》（清单备索）

1、整体拍卖优先，先整体后分块；
2、本次拍卖与银行合作，符合贷款资格的购买人可用该商铺抵

押，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
3、《商铺拍卖目录清单》是拍卖公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3月28日止；
展示地点：儋州市那大镇站前路东南侧佳华小区商铺现场。
报名时间：2017年2月17日至2017年3月28日下午五时止（以

保证金到账为准）。
报名地点：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怡心花园迎宾大道

D15栋沿街商铺二楼）
有关详细事项请查阅《拍卖报名手册》，有意竞买者请向儋州辉

建拍卖有限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本次拍卖事项如有变
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20号
电话：18876782258 13976067341 13648636218

海口唐盛新城（二期）3#、4#楼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唐诚开发实业有限公司拟建的“海口唐盛新城（二期）”3#、4#楼项

目用地位于海秀中路南侧,方案设计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经海南
城建业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复核表》(琼A太阳
能核字[2016]031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113.742平方米。根据《海南省
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17年2月17日至3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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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腾卓。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2月17日

海南恒基丰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107、108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财产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1、位于海口市国贸一横路海易华庭项目（海口市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号：[2013]海房预字0090号）中的803、1003、1301、1302、
1305、1307、1308、1408、1501、1508、1601、1602房，建筑面积合

计：469.42m2，参考价：292.42万元，竞买保证金60万元；

标的2、位于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海榆路修理厂

商住楼西起第14、15间房（证号：琼中房字第00480号，建筑面积：

312.39m2）,参考价：114万元，竞买保证金30万元。

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7年3月9日上午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华路16甲号太阳城大酒店主楼8层拍卖

厅；

3、标的展示咨询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7年3

月8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7年3月6日17：00前到帐为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

户 行 ：海 口 市 农 村 信 用 合 作 联 社 营 业 部 ；标 的 1 账 号 ：

1009454890000707、标的2账号：1009454890000708；

6、缴款用途须填明：竞买保证金（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

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248828 13006006966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501619

材料采购公告
我司开发建设中华坊项目位于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

一环路。目前正在开发建设中华坊海棠园高层公寓项目，建筑面积

12万平方米，8幢楼，层数32层，现对外采购铝合金门窗、电梯、高低

压配电、防火门防盗门及智能化工程项目等材料（含安装）。诚邀有

实力的公司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等

相关文件到我司报名洽谈。

联系人：石晶莹 联系电话：13379860764

联系地址：海南省澄迈县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一环路中华坊海棠

园项目部

海南金源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7年02月17日

现代营养学家谈关于食物的偏见与科学

有些食物确实有特定功效

关于食物有许多
口口相传的“经验”。
现代营养学家认为，对
食物的特定功效，有些
传统说法确实不无道
理，但有些则只是流传
下来的经年误会。

那这些传统说法
到底要不要听？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韦克福
里斯特浸礼会医疗中
心的研究人员列举了
几种广为流传的对食
物功效的认知，并从科
学的角度剖析了它们
的真伪。

医疗中心注册营养师安妮特·弗雷
恩说，多项研究确认了认知能力提升与
食用富含Omega－3脂肪酸的鱼类之
间的关联。这不是说头天吃鱼第二天
考试就能拿高分，而是一个长期积累的
过程，越早开始吃这种鱼类，长期来看
效果越好。

弗雷恩说，富含对大脑有益的
Omega－3脂肪酸的鱼类包括鲑鱼、鲭
鱼、沙丁鱼和鲱鱼等。而在美国餐桌上
更常见的龙利鱼、罗非鱼等虽然Ome-
ga－3脂肪酸的含量没那么高，但也可
以对大脑有好处，只是效果没那么好。

在烹饪方式上，美国人做鱼常是
裹上面包屑后油炸，研究人员认为这
样会增加最终摄入的热量，因此推荐
烤炙的方式。

长久以来家长们会告诉青春期孩
子，吃太多巧克力会容易长粉刺，但研究
表明这两者并没有关联。粉刺与皮肤毛
孔被毛囊分泌的过多油脂堵塞有关，污
垢、细菌和死去的皮肤细胞会在被堵塞
的毛孔里聚集，导致更多皮肤问题。

对于导致粉刺的深层次原因，研究
人员表示还不清楚，但激素水平变化可
能会促使油脂过度分泌，因此遗传可能
会是一个诱因。但是，吃巧克力不是原
因之一，比萨饼、薯条同样也不是。

但医疗中心皮肤科专家莎拉·泰
勒说，研究人员确实发现某种食品与
粉刺有关。“非有机的奶制品会加剧粉
刺症状，因为奶牛饲料中可能含有生
长激素。因此我们会提醒粉刺患者确
保自己吃的奶制品是有机的。”

消化道溃疡是当酸性物质穿透了
消化道那层保护性黏液后，在胃、食道
或小肠内壁上产生的伤口，与辛辣食
物无关。

医疗中心肠胃病科博士乔尔·布鲁
根说，75％的溃疡是由一种叫幽门螺杆
菌的细菌引起的，其余则常是由阿司匹
林和其他非类固醇消炎药造成的。

那么为什么辣椒、咖喱甚至是宫保
鸡丁等麻辣食物会有这样的恶名呢？
布鲁根说，因为溃疡令胃产生灼热感，
如果人们吃了辛辣食物后觉得胃痛，他
们会以为自己得了胃溃疡，甚至可能有
医生也会诊断为溃疡，但实际上并非如
此。同理，压力和酒也不是造成胃溃疡
的原因。 记者 胡丹丹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吃鱼能补脑吗？

是的
医疗中心眼科主任克雷格·格

雷文介绍说，胡萝卜确实富含维生
素A，而维生素A是维持眼睛健康
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物质，但这不
是说吃胡萝卜就一定能提高人们的
视力水平。

胡萝卜也不是维生素 A 的唯
一来源，奶制品、鸡蛋、鱼类和动
物肝脏同样富含维生素 A，另外
桃子、西红柿、菠菜、羽衣甘蓝、
花椰菜等果蔬也能为人体提供
对视力有好处的营养元素和抗
氧化剂。

研究人员说，平衡饮食和健康
的生活方式都对眼睛有好处，但目
前并没有发现哪种特定食品是所
谓的“眼睛食品”。

胡萝卜能增进视力？

不一定

吃辣致消化道溃疡？

不会

新华社北京2月16日新媒体专
电 美媒称，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
发现了60颗围绕临近太阳系的恒星
系统运转的新行星，其中包括一颗表
面多岩石的“超级地球”。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站2月14日
报道，专家还发现了另外54颗行星
存在的证据，从而令发现的潜在“新
世界”的数量增至114个。

其中一个名为“Gliese 411b”
的星球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据
参与这项研究的英国赫特福德郡大
学称，Gliese 411b被描述为“具有
岩石表面的、炽热的‘超级地球’”，它
位于距离太阳第四近的恒星系统中，
也令其成为距离太阳第三近的行星
系 统 。 Gliese 411b 围 绕 恒 星

Gliese 411运转。
该大学天体物理学中心的米科·

图奥米在接受本网站采访时说，尽管
拥有“超级地球”的名号，但是
Gliese 411b太热了，生命无法在其
表面生存。

Gliese 411和Gliese 411b距
离地球8光年。

相比较而言，最近发现的、围绕
红矮星“半人马座比邻星”运转的类
地行星比邻星b距离地球约4光年。
红矮星是较为寒冷的小恒星。

也参与发现比邻星b的图奥米
告诉本网站，最新发现的这一批行星
意义重大。他在电子邮件中解释说：

“近年来，宇宙中的行星比恒星数量
更多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这

意味着，几乎每一颗恒星都有一颗或
者多颗行星围绕其运转。我们发现
周边存在数十颗新行星进一步证明
了这一事实。但是，其意义远非仅止
于此。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
些新世界的意义。”

图奥米还说：“本质上，我们现
在正在为未来的巨型天文望远镜绘
制一个观测路线图，研究人员可以
利用这个路线图来拍摄这些新发现
的行星中的一些甚至是大部分。这
就像绘制一个群岛的地图，有朝一
日我们将能够近距离地观测这些

‘岛屿’。”
据图奥米称，研究人员发现，这

60颗新行星围绕运转的恒星大多距
离地球约20至300光年。

天文学家发现60颗新行星
包括一颗“超级地球”

儿童自闭症不易早发现，通常在两三岁出
现明显语言发育障碍时才会引起父母注意，从
而影响早治疗。美国和加拿大研究人员在15
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说，借助核磁共
振成像技术（MRI）扫描婴幼儿大脑，可以预
测自闭症发病率，准确率达到80％。

研究人员研究了三组婴儿：一组是家中有
自闭症患者的高风险婴儿，这些人后来也确实
患上了自闭症；第二组是高风险婴儿但后来并
未罹患自闭症；第三组是低风险且健康成长的
婴儿。研究人员在他们6个月、12个月和24
个月大时分别扫描他们的大脑，发现自闭症患
儿的大脑表层在6个月至1岁时发育速度较
快，皱褶更多，整个大脑体积在1岁至2岁时
增长较快。

黄敏（新华社微特稿）

脑扫描或可
预测婴儿自闭风险

大家都知道多吃水果蔬菜有益身体健康，
而新西兰一项研究则发现，多吃果蔬对心理健
康也大有裨益。

奥塔戈大学研究人员调查171名18岁至
25岁成年人的饮食习惯，重点研究吃蔬果对他
们的影响。他们将调查对象分为3组，14天内
或让他们保持原有饮食习惯，或以短信提醒，发
蔬果购买券的方式鼓励他们多吃蔬果，或每天
给他们加餐两次，补充胡萝卜、苹果、橙子和奇
异果等新鲜果蔬。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调查结果报道，多吃
新鲜水果蔬菜的人心理健康方面改善最多，短
短两周就表现得更有活力和干劲儿。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多吃果蔬
有助改善心情

国际劳工组织15日发布报告说，在家办公
虽然可能帮你省下通勤时间，但也会增加你失
眠、抑郁或压力大的风险。

研究人员从包括10个欧盟国家在内的15
个国家采集数据，发现不在传统地点办公的员
工虽然工作效率更高，但工作时长和强度会加
大，个人生活也更容易受影响。

报告说，与在一个固定地点上班的传统员
工相比，在家办公、频繁变化工作地点或在两个
以上地点办公的员工承受更多压力，失眠比例
高达42％，高出传统员工13个百分点。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在家办公
更易失眠、抑郁

新华社洛杉矶2月15日电（记者
郭爽）美国航天局15日说，对于可能用
于未来火星任务的下一代大推力运载
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和载人飞船“猎
户座”，将研究在它们的首次整合飞行
任务中就搭载一名宇航员的可行性。

美国航天局代理局长罗伯特·莱特
富特当天在一份备忘录中说，已要求航
天局负责相关事务的副局长比尔·格斯
登美尔着手研究这样做的可行性。

依照原先计划，为深空探测任务
研制的运载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和载
人飞船“猎户座”的首次整合飞行任务
将在2018年年末进行。届时火箭将
从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将飞船
送到比月球更靠外的一个稳定轨道
上，还将从飞船上释放13颗微型卫
星，用于深空探测研究。原计划这次
任务的主要目的是测试火箭与飞船整

合后的性能，不会载人飞行。
如果要在这次任务中加上一名宇

航员，莱特富特说，会因“评审技术可
行性、需要额外资源以及大量额外工
作”等原因而带来挑战，因此可能需要
调整这次任务的发射日期。

美国计划于2030年前后实施的载
人登陆火星任务堪称美国航天规划中
的“重中之重”。为此挑选的宇航员将
于今年夏天开始执行训练任务。运载
火箭“太空发射系统”和载人飞船“猎户
座”都是这个计划中的重要环节。

“太空发射系统”将是未来几十年
美国航天局所倚仗的主力运载火箭，
其能力超过美国登月项目所用的“土
星5号”火箭，目前仍处于研制和测试
过程。“猎户座”飞船将是继航天飞机
后美国新一代载人航天工具，目前也
在测试中。

美下一代火箭和飞船或首秀就载人
可能用于未来火星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