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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广告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后勤保障中心诚聘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后
勤保障中心以下人员，诚邀优秀人士加盟。

一、岗位及条件要求

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者登录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下载

填 写《 海 南 日 报 报 业 集 团 人 才 报 名 表 》，并 发 邮 件 至
13807562666@163.com。报名时请附上个人毕业证书、2寸相
片及相关材料等。报名截止时间为2017年3月27日。

三、录用程序
按照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审批等程序，择优聘

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后勤保障中心
联系电话：（0898）66810571
单位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岗位

咖啡厅吧师

中餐面点师

工程维修员

人数

1名

1名

1名

条件及要求

1、具有中专学历且两年以上咖啡师工作经验；
2、掌握咖啡烘焙、出品及水吧操作流程；
3、掌握西餐、西点、小吃的制作办法；
4、年龄25岁—30岁，男女不限。

1、具有高中学历且两年以上中餐面点工作经验；
2、懂制作北方面食者优先；
3、年龄30岁—40岁，男女不限。

1、具有高中学历且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2、具有电工操作证或相关操作许可资质证书；
3、熟悉强弱电安装维护、空调的安装维修及相关设
备设施使用操作；
4、年龄25—35岁，男性。

招标人：海口市美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代理机构：湖南
中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口市五指山路综合景观提升
改造工程。项目概况：（详情请登录海南省招投标监管网2017年 03
月 21日招标公告查看）。投标人资格要求：（详情请登录海南省招
投标监管网2017年03月21日招标公告查看）。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03月21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www.hkcein.com）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00元（不含图纸，售后不退）。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7
年04月 11日9时00分，开标地点为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海口
市海甸五西路28号）。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
件，招标人不予受理。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等 媒 介 上 发 布 。 联 系 人: 梁 工 电 话 ：18976230399

2017年03月21日

招标公告
我公司受委托，定于2017年3月29日上午10:00时

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
摊铺机（ABG525）、轮胎压路机（徐工XP300）、振动

压路机（英格索兰DD-110）、振动压路机（英格索兰
DD-130）各一台，整体拍卖。竞买保证金5万元。

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3月27日。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3月28日中午12时前到我

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
公司地址：海口市文华东路3号市政办公楼第七层
电话：（0898）66753060、66753061
联系人：吴先生 李先生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005期）

关于海南兴隆康乐园高尔夫球会
太阳河球场停止营业的通知

尊敬的会员：
海南兴隆康乐园高尔夫球会太阳河球场于2017年3月20

日起正式停止营业。我球会本着会员利益至上的原则制定了会
籍权益调整方案，请持有太阳河球场相关会籍卡的会员见此通
知后在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6月20日期间致电客服联系
电话或前往海南兴隆康乐园高尔夫球会办理会籍权益调整的相
关手续，客服人员将竭诚为您服务。

如需了解详情，请致电客服联系电话咨询。客服联系电话：
0898-62568908、0898-62565758。

特此通知
海南兴隆康乐园温泉高尔夫球会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七稽告[2017]5号

海南佳源成贸易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60040051056784,法定代
表人:姜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我局对你
(单位)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了检查，
现将检查结果告知你局,鉴于目前你公司已不在注册地址办公，法定代
表人和财务联系人均无法联系，相关涉税文书无法直接送达，现将《税务
行政处罚决定书》（琼国税七稽罚 [2017]1号）公告送达，决定对你公司
骗取的出口退税款1，164，414.13元处于1倍罚款即1，164，414.13元，
以及对你公司决定处以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两年的处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自本公告之
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我局将依法作出处理，特此公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七稽查局 2017年3月21日
联系地址：海口市海甸二东路国税大厦1206室
联系人：蒙女士 莫女士 联系电话：66264775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703HN0031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2个资产包（集装箱），第1资产包
共472个集装箱，挂牌价3208449元；第2资产包共468个集装
箱，挂牌价5251551元。集装箱规格型号分别为20GP干货箱，
20HC干货高箱，40HC干货高箱，制造日期为2005-2013年不
等。公告期：2017年3月21日-2017年4月5日。对竞买人的
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
ggzy.hi.gov.cn）、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
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
口，电话：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
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 66558010 麦先生、0898-
66558023徐小姐。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7年3月21日

《文昌市会文镇消防专项规划》
方案批前公示启事

本次规划研究范围为文昌市会文镇镇域行政区范围，国土总面
积约136.5 平方公里。规划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审议，为广泛征求
社会各界和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2017年3月21日至2017年4月19日（30天）。2、
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
网；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ghj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编制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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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38，联系人：文字春。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3月21日

《文昌市锦山镇消防专项规划》
方案批前公示启事

本次规划研究范围为文昌市锦山镇镇域行政区范围，国土总面
积为164平方公里。规划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为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和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2017年3月21日至2017年4月19日（30天）。2、
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
网；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ghj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
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编制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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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38，联系人：文字春。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3月21日

《文昌市铺前镇消防专项规划》
方案批前公示启事

本次规划研究范围为文昌市铺前镇镇域行政区范围，国土总面
积为134.7平方公里。规划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为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和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2017年3月21日至2017年4月19日（30天）。2、
公示地点：《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文昌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
网；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ghj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
楼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规划编制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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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138，联系人：文字春。

文昌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7年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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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
海土资龙华字[2017]45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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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通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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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二横路国土
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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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通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3月14日

产权申
请人

刘景致

申请
依据

521 房的
房地产买
卖契约

土地坐落

海 口 市 龙
华 区 建 设
一横路1号

申请土
地面积

47.30
平方米

土地权属证件

海 口 市 国 用
（2004）第001796

号土地证

项目
名称

吉兴
雅苑

原土地使
用者

海南创新
书店有限

公司

关于召开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我司将于2017年4月10日15:00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在
三亚市解放二路365号三亚农商银行总行九楼会议室召开2016年
度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的权益登记日为2017年3月21日，即截止
2017年3月21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本次
会议将审议的议案有《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6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2016年度经营分析报告暨2017年度工作计划》、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暨2017年度财务预算报告》、《2016年度
股金红利分配议案》等。有关本次会议的股东出席要求、议案详细文
本、会议投票方式等会议材料已于2017年3月21日上传至我行公
共信息披露邮箱：hnb365@126.com.密码：000529，股东也可联系
我行工作人员获取。联系人：林彬、许敬铭；联系电话：88233647。

三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3月21日

一滴血就能测天赋、测性格、测姻缘？
——基因检测乱象调查

抽一滴血就能知晓孩子是否“天赋异禀”，取一滴唾液就能预测你的
未来……近年来，基因检测市场日益火爆，各种基因测序项目层出不穷。

多位专家在接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表示，看似“无所不能”的基因测
序项目，实际上不少是商业利益驱动下的“高科技陷阱”。

近年来，基因检测市场日渐红
火。记者在某大型电商平台上搜
索“基因检测”几个字，出现2000
多条相关产品信息。在企信宝、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两家
第三方企业信息查询平台上，记者
发现，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
州5个城市，公司名称中带有“基
因”二字的企业就有近千家。

有的企业在公司取名上颇费
心思，突出“天赋”“儿童天分”等标
签。在网络上，不少冠以“生物科
技”的企业投放了有关基因测序的
产品广告。这些公司注册资本相

差悬殊，有的不过三五十万元，有
的则达千万元乃至过亿元。

家住成都高新区的李女士，近
日花近2万元给孩子做了一整套关
于天赋的基因检测。公司称，抽一
滴血就可以检测孩子未来的发展
潜力。李女士拿到手的报告像“天
书”一样，全是密密麻麻的专业概
念，只有“基因”“概率”等几个熟悉
的词汇认识。“这跟我想象的结果
差距太大了，有上当的感觉。”李女
士说。

记者了解到，在当前的基因检
测市场，测天赋、测性格已是“标

配”，有的公司甚至还能测婚恋。
位于北京的一家基因技术公司，推
出所谓“男女性格、嗜好配对基因
检测”，称可以帮助人们尽快确定
情投意合的意中人。这些检测项
目既包括进取心、节俭程度、焦虑
抑郁倾向等性格因素，还包含咖啡
因偏好、甜食偏好、香菜偏好等生
活习惯。

例如，某基因检测公司官网宣
称，能提供个体成长过程中的各种
潜能与特质相关的基因检测，甚至
包括“晒黑风险”“燃脂能力”“长寿
几率”等项目。

五花八门的基因测序项目靠谱
吗？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主任
李涛说，基因检测技术在国内尚处
于起步阶段，基因检测公司的技术
标准、市场准入标准等都是空白，不
少机构存在夸大检测功能、误导消
费者等问题。

一位在基因测序企业工作的专
业人士说，所谓基因测天赋，主要依
靠消费者提供的基因样本与公司的
样本数据库进行比对。如果孩子某
个基因表现优良的话，就认定其在
一些方面有特长、有天赋。

山东大学医学院医学遗传学
教授刘奇迹表示，天赋的确存
在，但具体哪些基因带来哪些天
赋，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并不明
确，更不足以作为依据预测一个
孩子的命运。

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
院科研部主任胡亮说，孩子的成
就很大程度上是基因和环境共同
作用的结果，环境的作用甚至更
大。一些天赋基因检测项目，不
过是对某些基因功能相关性初步
研究成果的曲解和放大。只检测

特定的基因就断定孩子是否有天
赋完全不靠谱，绝不能因此就给
孩子贴标签。

事实上，很多检测机构根本就
缺乏必要的资质。记者查询发现，
一些提供天赋基因检测的基因测
序公司，其工商注册经营范围是

“信息咨询”，却从事“医疗诊断”。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

研究所博士、壹基因创始人王军一
透露，目前做基因检测的公司很
多。正规的基因检测机构要有独立
的医学检验实验室；开展产前筛查
与产前诊断项目的实验技术人员，
应具备产前筛查与诊断的相应资
质；开展遗传相关基因检测项目的，
至少有1名医学遗传学专业人员。
然而，目前，很多基因检测机构并没
有独立的医学检验实验室，业务水
平参差不齐。

记者调查发现，随着高龄孕妇
越来越多，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逐渐
流行。一些医院委托企业进行无创
产前基因检测，而部分企业根本没
有相关临床资质。在湖南，一些没
有相应资质的三甲医院甚至社区医

院都在开展无创产前基因检测。这
些医院多数不具备相关技术和设
备，只负责抽血，然后将样本送往检
测机构。有业内人士表示，这一现
象属于“公开的秘密”。

除了上述乱象，基因检测的一
个突出问题是定价混乱。记者在网
上搜索发现，同样的检测项目价格
差距很大，有的机构标价上万元，有
的则仅几百元。

例如，对于目前基因检测服
务中相对成熟的无创产前基因检
测，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统一
收费标准，几百元到几千元都
有。“至于做无创DNA检测的成
本，就算收 800 多元也是有赚头
的。”王军一透露。

“此外，一些检测机构为了多
收费，还往往进行过度检测。比
如，肺癌患者在使用靶向药物前
检测60个到70个基因就足够了，
花费 6000 多元。而一些机构却
要求患者检测500到600个基因，
价格也上涨到1.5万元至2万元，
这几乎已成为行业的潜规则。”王
军一说。

“基因检测是未来精准医学
的发展方向。”李涛说，“比如，对
于肿瘤病人，基因测序可以帮助
其找到突变的基因，从而准确地
进行靶向治疗。”不过，基因检测
并非“万能”，更不能用来测婚恋、
测未来等。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基因测
序行业自身存在发展短板。比
如，有的基因测序企业直接套用
国外基因数据库，或自有数据库
样本量偏少，降低了测序结果解
读的针对性。此外，基因测序对
人才要求极高，相关人员既要有
生物医学的专业素养，又要对基
因测序有深度了解。

基因检测具有巨大的市场潜
力，但对于相关企业还没有具体
的管理办法。李涛建议，国家应
尽快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
完善检测项目、检测价格、从业人
员素质等体系建设，尽快形成统
一规范的行业标准。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医
疗机构或相关实验室所采用与
人类基因检测相关的试剂，需
向国家食药监总局申请注册或
者办理备案；开展基因检测业

务，需向国家卫生计生委申报
临床试点，通过审批可以合法
开展相关业务。但对市场上目
前出现的各种测性格、测天赋
等检测项目，国家还没有出台
具体的管理办法，不少企业因
此打“擦边球”。

刘奇迹等建议，消费者进行
基因检测应选择有专业实验室和
服务资质的正规医疗机构和检验
机构，不要盲目相信各种宣称能
进行基因检测的宣传。基因检测
机构除了在基因检测报告中给予
专业的检测信息外，还应给出通
俗易懂的解读。

专家指出，人类对基因的认
知不过冰山一角，不宜夸大基因
测序实际功效，更要防止概念炒
作带来的负面影响。山东省消费
者协会公职律师唐雪宇认为，在
商业化推广中，新兴技术必须把
握分寸，“引人误解”同样属于虚
假宣传。同时，她提醒消费者，既
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抱有信心，
也应保持理性，不可因功利性目
的盲目追捧。

记者董小红 帅才 萧海川
（新华社成都3月20日电）

仅京沪等5城市带有“基因”二字的企业就有近千家

五花八门的基因测序项目靠谱吗？

基因检测并非万能，更不能用来“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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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2·13”游览车事故追踪

涉事旅行社
营业执照被废除

据新华社台北3月20日电（记者刘欢 吴
济海）针对“2·13”赏樱团游览车翻覆事故善后
理赔及改善作为，台湾交通主管部门20日下午
召开记者会宣布，正式废除承办赏樱团的蝶恋
花旅行社的旅行业营业执照。

2月13日晚约9时，由台北蝶恋花旅行社
组织的武陵农场赏樱团在返程途中不幸翻覆，
造成33人死亡、11人受伤，是岛内近30年来最
严重的公路事故。

台湾观光局官员说，2月14日观光局已依
相关规定要求蝶恋花立即停止经营旅行社业
务。之后继续调查发现，蝶恋花不但违法营业，
且提供的旅游服务损害消费者生命、身体、财产
且情节重大，因此依规正式废除蝶恋花旅行业
营业执照。

这是“永昌大元帅印”。该枚金印是当地警
方破获的“江口沉银”盗掘案件中收缴的文物
（3月17日摄）。

记者3月20日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获悉，今年1月开始的彭山江口沉银考古取得
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一万件，实证确认了民
间流传的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

新华社记者 陈燮 摄

温州破获特大
通讯网络诈骗案
102名嫌犯被抓

据新华社杭州3月20日电（记者陈晓波
王俊禄）记者20日从温州市公安局获悉，该局
日前破获“2•20”特大通讯网络诈骗案件，目前
已抓获102名犯罪嫌疑人。

据温州市公安局介绍，今年2月初，该局合
成作战中心、反诈骗中心通过研判发现4个以
台湾籍人员为主的通讯网络诈骗招募团伙，被
招募人员将前往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
家，以冒充“公检法”等方式对境内实施通讯网
络诈骗犯罪活动。

截至目前，已有102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抓捕行动还在进行中。

张献忠“江口沉银”处
出水万件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