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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遗失声明
海口政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12698401；国税、地税登
记 证 ( 正 、副 本), 税 号:
460100578734502,声明作废。
▲云斌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04197304041411，特此声明。
▲海南凯腾商贸有限公司公章不
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洋浦三顾冒菜店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一本，许可证编号：
JY24605000000567,声明作废。

拍卖会延期公告
我公司将原定于2018年2月6日
上午9时30分，在鄂尔多斯市中
级人民法院二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的位于三亚市羊栏镇解放西路土
地使用权拍卖会延期至2018年3
月6日上午9时30分召开。其他
内容不变。详情请与我公司联系
或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http://www.rmfysszc.gov.cn）
鄂市中院监督电话：0477－8378720
拍卖公司咨询：18247700315

内蒙古维正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2月4日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桂林洋海边酒店用地寻合作
林先生：1528979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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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昌县水务系统工会工作委员
会遗失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07156603，开户银行
名称：中国银行屯昌支行，账号：
265006578155，现声明作废。
▲海口网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丹凤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460028198106232829，特此声明。
▲周庆喜不慎遗失海南恒大金碧
天下243栋1304房住宅收据，收
据编号：HNHK0000285、金额：
155330元，HNHK0000286、金额
165369 元，HNHK00002466、金
额17882元，现声明作废。
▲原仁丁村民委员博德洋村民小
组组长曾德智印鉴不慎丢失，声明
作废。
▲杨妍不慎遗失海南乐东西海岸
实业有限公司开具龙沐湾碧海花
园3#C单元805房款收据3张，票
据 号 XHA0001428，金 额 2000
元，票据号 XHA0001448，金额
200000 元 ， 票 据 号
XHA0001413；金 额 228000 元
整。现特此声明作废。

白沙2块地转让，手续齐备
3千平酒店转让，位置好。
13337626381李

注销公告
万宁鑫兴旺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拟向万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丰
工商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
报起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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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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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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6011507
乐东 13807540298

陵 水 1533897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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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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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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7年4月13日 单位：人民币、元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四户企业债权，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受华融汇通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转让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能够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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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公开竞价：有意竞价者请与联系人进行联系了解竞价等相关情况。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0898-6534507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吴先生0898-65370383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2018年2月5日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临高思远实
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联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南西源投
资有限公司

海南赣丰肥
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临高

澄迈

海口

澄迈

本金

740500000

74375000

209975911.21

301450780.64

利息

27444472

2127332.95

5435549.18

16952908.28

担保方式

抵押、质
押、保证

抵押、质
押、保证

抵押、质
押、保证

抵押、质
押、保证

其中
保证情况

临高县渔业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远大船业有限公司、郑立
钢、王瑞珍、海南海上丝绸之路
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海南中联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潘勇、谢晓婷。
临高思远实业有限公司、海南远
大船业有限公司、郑立钢、王瑞
珍、海南海上丝绸之路远洋渔业
有限公司、海南中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潘勇、谢晓婷。

海南华商贸易有限公司、杨高
潮、周忠民、李勇、庞志英、程祖
兴、杨芹

江西赣丰肥业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泓泰达商贸有限公司、海南鸿
德现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赣
州恒阳实业有限公司、赣州特许
科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赣州市
亿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陈衡
波、吴海樱

质押情况
临高县渔业发
展控股有限公
司股权、海南
远大船业有限
公司股权

海南中联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

海南西源投资
有限公司股权

海南赣丰公司
3000 万元股
权，赣州市至
铭矿业有限公
司300万元股
权

抵押情况

海口市机场东路25号共26
套房地产。

海南澄迈县老城开发区南一
环路2.8公里处约80000.44
平 方 米 土 地 使 用 权 及
21593.58 平方米地上建筑
物。
海珠区江燕南路3、5、17、19
号占二楼，面积 1814.35 平
方米，海珠区江燕南路3、5
号 105- 109、111- 113、
116-126铺，面积649.78平
方米，海珠区江燕南路17、
19 号 105、106、108- 119、
121、122、124、125、127铺，
面积541.11平方米

老城开发区的69673.04m2
工业用地，办公楼、厂房
25361.50m2，机器设备，奔
驰S65L、奥迪A6L、日产风
度轿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受托资产处置公告

注：债权本息已经司法裁判的，以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的金额为准。

市场规模千亿量级，一些“超级项目”被炒至千万——

从一只 看“IP+”

融合一二三产业
个别作品还未写完就被预定

《旅行青蛙》虽诞生于日本，却风靡在中国，这是精明的中国商
家不会错过的机会。在一些商家的规划中，小青蛙的足迹已踏上
中国四川、浙江等地，沿途美食、特产都成了它的伴手礼。

仔细梳理，“IP＋”在中国的故事已遍布一二三产业。
IP与服务业、消费领域的结合，已让越来越多的商家尝到甜

头。例如京东与三星合作销售钢铁侠、蝙蝠侠、芭比等版本的限量
手机，单价最高达原来的4倍多。

IP与制造业的融合也已进入植入阶段。例如随着动漫《熊出
没》红遍大江南北，其有关的授权产品，已涵盖玩具、文具、食品饮
料、服装鞋帽、精品饰品等千余种。

不同于一般产业融合所呈现的链式或者交叉式特点，“IP＋”
往往是以IP为中心的球型发散状融合。从一个IP出发，可与影视、
游戏、动漫、旅游、衍生品、主题公园等相关产业融合。

清华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拥有大量原著粉丝和较高知名度
的IP可以节约营销成本，风险小，回报高，因而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
IP交易价格飞涨，原作者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一些“超级IP”项目
被炒至千万级别，个别作家的作品甚至还未写完就已经被预定。

背后是“情怀消费”
大型互联网企业纷纷布局

为什么一只小青蛙短时间能俘获众多玩家的心？有人说
喜欢它呆萌的样子；有人说它一个人独处很像自己；还有人说
因为想像它一样“说走就走”去旅行……

“IP＋”让传统商品更加人格化、差异化，让看不见、摸不着
的情结、情怀等实物化，契合当前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趋势。

从国际经验看，作为全球IP之王，迪士尼的辐射巨大，仅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周边产品数量就高达7000多款；《星球大
战》系列，从上世纪60年代开拍，热度经久不衰，其周边产品
收益早已超过270亿美元，而票房则不到总收益的三分之一。

在中国，“IP＋”的市场规模也在放大。目前仅网络文学
IP的市场价值就在千亿量级；腾讯旗下的阅文集团预测，以IP
为重要代表的整个泛娱乐产业预计到2020年会有8000亿元
的市场规模。

巨大市场在前，国内大型互联网企业已纷纷布局。京东
与迪士尼、变形金刚、华纳3个国际级IP已进行全面合作；阿
里巴巴影业集团也宣布，开展IP认证、授权等链条服务；影视
剧《择天记》《双世宠妃》，动画片《全明高手》《斗破苍穹》……

这是2月3日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拍
摄的被击落的俄军苏－25战机残骸。

俄罗斯一架苏－25战机3日在叙利亚西北
部伊德利卜省执行打击极端分子任务时被便携式
防空导弹击落，该战机飞行员成功弹射跳伞，并向
俄军方报告跳伞位置在极端组织“征服阵线”控制
区上空。随后，该飞行员在与极端分子交火中丧
生。 新华社/法新

俄一架苏-25战机在叙被击落
飞行员丧生

培训话术装专家 流水作业骗钱财
——“远程诊病”团伙的诈骗套路揭底

近日，随着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
旗人民法院的宣判，一个“远程诊病”
团伙终于浮出水面。

这个团伙成员超百人，紧盯男科
疾病、妇科疾病患者的“难言之隐”，
在全国进行“远程诊病卖药”实施诈
骗。仅有据可查的受害人就近9000
人，涉案金额逾1000万元。记者采访
了办案人员，揭开这个百人团伙的诈
骗“套路”。

“骗子公司”开在繁华地段
每天资金流水多达上百万元

2016年3月，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群众杨某正在玩微信，无意中看到
一则男科疾病广告，点击后弹出的产
品疗效让他十分心动，便留下联系方
式，意欲购买。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湖北省武
汉市，康伴益生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
平面内热闹非凡，几十名业务员在工
位上手持电话滔滔不绝。一名业务
员在电脑上见到杨某留下的号码，便

立即拨通，以“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身
份向其“详细问诊”。

达拉特旗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
队长戚瑞说，这家公司在武汉市区繁
华地段的一座写字楼内，堂而皇之地
进行诈骗。“公司建立了多个微信公
众号及QQ群，假冒医务工作者，主要
推销治疗男科、妇科疾病的产品。”

杨某这通电话打了十几分钟，期间
“工作人员”给他“分析病情”，不断强调
他们产品“有奇效”，并举出多个“成功
案例”。杨某信以为真，购买了产品。

收到产品不久，杨某陆续又收到
“专科医生”“资深专家”等各色人等
的“回访”电话，推销“更对症、更有
效”的产品，累计花费3.5万元。

最后一次汇款后，杨某迟迟未收
到产品，发觉被骗。犹豫再三，他于
2016年7月6日下定决心报案。达拉
特旗公安局刑侦大队反电诈中队中
队长杨隽飞说，被该团伙骗过的人遍
布全国，但此前一直无人报案，因此
越发肆无忌惮，业务越做越大。

办案民警调查该公司业务往来发

现，其每天资金流量最多时可达上百
万元，初步估计其涉案总金额过亿元。

2016年11月2日收网后，民警在
电脑中找到了当年6月以后的部分数
据，之前的早已被销毁。仅此期间，
受害人就达8945人，可查证的涉案金
额逾1000万元。

起底诈骗团伙的“三大套路”
诈骗流程清晰、成员分工明确

套路一：紧盯“难言之隐”，虚构
“神奇疗效”。达拉特旗公安局刑侦
大队反电诈中队指导员郭索和说，该
团伙把目标锁定为男科、妇科疾病患
者，利用了他们“病急乱投医”及发觉
被骗后“不好意思”报案的心理。

广告文本中，他们虚构并夸大
“功效”，还专门成立“推广部”，联系
网站、微信公众号推送，以扩大“撒
网”范围。据估算，该团伙30％的支
出用于“推广”。

套路二：先培训后上岗，骗术“照
本宣科”。团伙头目陈某以高薪“挖”

来多名“经验丰富”骨干，对新招业务
员进行“培训”，“合格”的才能上岗。

记者在一份1.5万字的“话术单”
中看到，其标注了诋毁其他药品“治
标不治本、费钱不治病”的“忠告”，以
及诈骗对象常提问题的多版本“标准
答案”。实施诈骗时，业务员只需“照
本宣科”。面对“专业”解答，很多人
对其“专业”身份深信不疑。

套路三：点评录音提“演技”，流水
作业“骗中骗”。民警在一台电脑中发
现一份“客服一部优秀录音”文件夹。
杨隽飞说，该团伙定期评选“优秀录
音”，并进行点评，以此提高“演技”。

该团伙还购买“订单系统”，以方
便成员查看受害人信息、诈骗进展及
已骗金额，进行“流水线式”诈骗。当
有人购买产品后反馈“没有效果”时，
业务员会首先“表示惊讶”并稳住受
害人，然后通过系统将其信息流转到
公司“增值部”，由“资深专家”接手。
他们将根据“话术单”以各种理由推
销更贵的产品，继续实施二次或多次
诈骗。

患者成为诈骗团伙“唐僧肉”
远程诊病卖药切勿轻信

记者梳理发现，当前各类疾病患
者已经成为诈骗团伙眼中的“唐僧
肉”，他们利用患者迫切希望早日康
复的心理，大肆进行诈骗，这类案件
往往有以下特点。

——患者信息成为“ 热销产
品”。有的案件中，患者诊疗、网购保
健品等留下的个人信息，成为“黑市”
上公开叫卖的“热销产品”。内蒙古
自治区喀喇沁旗公安局近期侦破的
一起案件中，诈骗团伙就非法购买了
近100万条患者个人信息用于诈骗。

——廉价保健品成为“诈骗工
具”。戚瑞表示，该团伙出售“特效
药”多达几十种，每盒成本仅为几十
元，经过“包装”后的售价最低为进价
的6倍，最高则达30倍。这些保健品
大多标识不全，且外包装上的文字内
容突出“特效”，极具迷惑性。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２月４日电）

新华视点

当《旅行青蛙》小游戏以治愈系风格刷爆微信朋友圈，没人怀
疑又一个IP已经诞生。

IP，意为“知识产权”。当IP的概念在中国越来越深入人心，
其也“+”出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有数据显示，目前仅网络文学IP的市场价值就在千亿量级，
一些“超级IP”项目甚至被炒至千万元级别。而到2020年，以IP
为重要代表的泛娱乐产业预计市场规模可达8000亿元。

最终走远要靠“匠心”
内容或将由虚转实

伴随着这只小青蛙的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款游戏的
开发团队也表示，会不断充实内容，让中国玩家越来越喜欢这
个形象。

日本一直就是IP大国。Hello Kitty、哆啦A梦等超大
IP，即使年龄几十岁了，依然能“＋”出一座座金矿，这背后折
射的不仅是强大IP讲述能力，也是强大的实体经济实力。

中国IP的发展与网络文化的崛起密不可分，“IP＋”某种
程度上也是“互联网＋”的一种体现，也可能带来泡沫化、野蛮
生长、泛娱乐化等问题。

从目前看，国内大多数IP仍缺少内核，“IP＋”也相应只停留
在浅层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中心发布的《2017网络原
创节目发展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新上线网络剧206部，增
长46％，剧集数量增长33％。网剧仍然是国内IP的重要来源之
一，其数量虽与日俱增，但真正留下深刻印象的IP却少之又少。

阅文集团副总裁罗立表示，IP正在进入下半场，其发展将由
虚向实转化。“IP＋”最终走远还要靠优质内容的开发和“匠心”
的经营。（据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记者 何雨欣 安娜 白瀛）

小青蛙 据新华社拉姆安拉 2月 3日电（记者赵悦
杨媛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执行委员
会3日晚作出决定，落实该组织中央委员会决议，
要求巴勒斯坦政府立即全面断绝与以色列的接
触，直至以方承认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的巴勒斯
坦国，放弃吞并东耶路撒冷，停止在约旦河西岸地
区建造犹太人定居点。

巴方重申，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违反国际准
则而强行推动解决巴以纷争的解决方案，美国政
府应停止对巴方颐指气使。巴方不会因为美国停
止援助的威胁而妥协。

去年12月6日，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首都。此举导致巴勒斯坦强烈不满。
巴方不再接受美国作为巴以和平进程的调解方。

巴解组织执委会要求政府
全面断绝与以色列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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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月4日在2018新加坡航展媒体预展
上拍摄的一架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的
E-190 E2飞机。2018新加坡航展将于2月6
日正式开幕。 新华社/路透

2018新加坡航展举行媒体预展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4日电 美国东部时间4
日凌晨，一辆载有上百人的客运列车和一辆货运列车
在南卡罗来纳州相撞，造成至少2人死亡、70人受
伤。据了解，搭载139名乘客和8名工作人员的客运
列车从迈阿密前往纽约途中与一辆隶属CSX铁路
公司的货运列车相撞，客车车头和部分车厢脱轨。

美南卡州发生火车相撞事故
至少2人死亡、70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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