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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春节期间，“新华视点”记者走访多地楼市发现，与多数一二线热点城市进入“休假模式”不同，不少三

四线城市抓住返乡置业的时机去库存，楼盘销售较往年活跃。与此同时，另一些三四线城市由于过去盲
目开发，库存压力依然较大。有专家认为，精准调控是未来去库存的方向。

中国新闻 2018年3月1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毕军 美编：陈海冰B02 社会

广告

公 告
海南临高盈海船务有限公司：

你公司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产品一案，本
机关依法决定对你公司作出没收砗磲贝壳250吨，罚款人民币
1120500元的行政处罚。因其他法定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机关《行政处罚决定书》（琼三沙渔政罚字
[2018]01号）。你公司应当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机关领
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你公司必须在收到本
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中国银行海南省海口市金牛路支
行缴纳罚款。逾期如不缴纳，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你公司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
十日内向三沙市海洋与渔业局或三沙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
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海口海事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三沙市渔政支队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2HN0016

受委托，按现状挂牌转让“椰城二号”客滚船，船舶总长76
米，型宽15.4米，型深4.8米，1998年10月建成，船体材料钢制，
挂牌价格为581万元。公告期：2018年3月1日-2018年3月
14日。对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
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e-jy.
com.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
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
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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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10 麦先生、
66558023徐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3月1日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亚市分行

关于长期不动户进行销户的公告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第5号令《人民币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以下5个单位：
1、三亚佳益多食品有限公司（尾号157601）
2、三亚南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尾号188751）
3、乐东金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尾号283491）
4、三亚海棠湾温泉开发有限公司（尾号305441）
5、海南甘泉实业有限公司（尾号309961）
在我行开立的结算账户已超过一年未发生收付业务。望上

述单位于30日内前往我行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动销户，
未划转款项列入久悬未取专户管理。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亚市分行

2018年3月1日

公 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

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中心支公司第二营

销服务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6年05月30

日；负责人：徐捷；机构住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凤凰路103

号汇丰国际公寓二期12#楼1层02号及2层01号、4#铺面2

层；邮政编码：572000；联系电话：0898-88985230；机构编

码：000018460201004；业务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

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

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

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

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

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亚中心支公司
第二营销服务部

公 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核发，我司已领

取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第二营销
服务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成立日期：2010年07月21日；
负责人：王崇让；机构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97
号置盛西苑A栋二楼 203房东侧及三楼整层；邮政编码：
570125；联 系 电 话 ：0898- 66227861；机 构 编 码 ：
000018460108001；业务范围为：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
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
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
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口第二营销服务部

遗失声明
本单位不慎遗失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号码为：

0189277791、0189277847、0189278102、0189278145、018927817X、
0189278209、0189278225—018927825X、0189278479、0010661516、
0111149562、0278191738、0330138126、0278215816—0278215920、
0278215947—0278215971、027821600X、0278216026、0278216050、
0278216237、0278216464—0278216501、0283610394—0283610415、
0283610431—0283610458、0283610490、0283610992—0283611055、
0283611231—0283611258、0283611274—0283611362、0283611477、
0290515299—0290515301、0290515459、0290515475、0290515571、
0290515598、0290515635—0290515643、029051566X—0290515678、
0290515723，现声明作废。

澄迈县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局
2018年2月28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8) 琼0107执333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支行

与被执行人宋立成、邓南其、单卫荣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
2017年4月10日作出(2017)琼0107民初1222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查封单卫荣名下位于海口市义龙路5号宁海大厦604-609
房(不动产证号:HK037857),限值237120.03元。

凡对上述查封的房产有异议者，须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内持相关证据材料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二0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6)琼0107执1832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府城支行与

被执行人海南大兴集团万家物业发展公司、朱敬军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于2017年11月20日作出(2016)琼0107执1832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裁定继续查封海南大兴集团万家物业发展公司、海南
滨海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名下共有的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城东
呖乐桥田肚第二层房产C2房、C3房(产权证号: 府城文庄分房证
字第970003 号)。

凡对上述查封的房产有异议者，须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
内持相关证据材料向本院书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二0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万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债务催收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借款单位名称
万宁市卫计委
万宁市卫计委
万宁市卫计委
万宁市卫计委
万宁市卫计委
万宁市卫计委
万宁市卫计委

欠款单位名称
广东省电白县第三建筑工程公司
吴明荣（基建款）
许春强（印刷厂）
黄东民
王东顺
卓亚伍
陈家锋

财政资金借款金额
12,000.00
9,000.00

10,000.00
4,000.00
6,000.00
4,000.00
3,000.00

备注
预借卫生局宿舍楼工程款
预付药检所维修资金
预付印刷合同保证金
预借计划生育三结合项目资金
预借计划生育三结合项目资金
预借计划生育三结合项目资金
预借计划生育三结合项目资金

金额单位：元

请借款人必须在公告日起30日内将借款本金及利息缴入我
单位账户（账户全称：万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账号：
2201025509200257563，开户银行：工行万宁支行）。如一次性还

款困难或其他原因目前不能报账核销，必须在15天内派员到我单
位商谈还款计划事宜，否则，我单位将按违规占用财政资金和贪
污公款有关规定通过司法机关追归。

2018年3月1日

《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规划修编（2017-2035）》已编制完成，
位于琼海市东南部，规划范围东濒南海，南抵万宁，西至乐城岛，北临
博鳌镇墟。本次规划时限为2017年至2035年，规划范围约67平方
公里。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月28日至4月11日）。2、公示
地点：琼海政府门户网站（www.qionghai.gov.cn）、海南日报和用地
现 场 。 3、公 示 意 见 反 馈 方 式 ：（1）电 子 邮 件 请 发 送 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
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
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
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36869726，联系人：孙贻帅。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2月28日

《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规划修编
（2017-2035）》的公示

去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
工作会议要求，库存较多的部分三
四线城市和县城要继续做好去库
存工作。在今年省级地方两会上，
甘肃、青海、辽宁等多省继续强化

“去库存”，把去库存的重点转向三
四线城市和县城。

业内人士建议，要加强房地
产市场分类调控，因城施策去库
存。“去库存既要精准施策、有的
放矢，更要防止‘按下葫芦浮起
瓢’。精准调控是未来去库存的
方向。”张大伟认为，一些库存高
企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应从价
格、政策等方面支持居民自住和
进城人员购房需求。

“对于一些销售情况比较火的
三四线城市，建议土地供应也要相
对紧缩，防止再次出现供给严重大
于需求的局面。”严跃进说。

目前，三四线城市土地市场
过热已出现端倪。中国指数研究
院数据显示，大型房企的拿地重
点正在向三四线城市下沉，去年
50家代表房企在三四线的拿地
面积同比增加了145％。克而瑞
数据显示，今年首月，销售金额前
50房企的新增土地面积中，三四
线城市占到了55％。

对于商业地产库存高的地方，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胡志刚
建议，调整住宅和商业的供地结
构，严控写字楼土地供应。“地方政
府在规划和用地审批过程中，严格
按照市场规律和行业特点适当控
制数量，避免过剩。”

（新华社北京 2 月 28 日电
记者 董建国 马姝瑞 高博）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底，
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58923万平方
米，比上年末下降15.3％，其中住宅
待售面积比上年末降25.1％。易居
研究院发布的《2017—2018年度全
国房地产市场报告》显示，截至2017
年末，全国商品房去化周期接近
2012年低位水平。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主任严跃
进认为，去库存积极有效，但未真正
到收尾阶段。“目前很多城市去库存
周期明显收窄，2018年去库存依然
要围绕一些三四线城市进行，尤其是
中西部的三四线城市和一些县城库
存规模依然较大。”

在业内看来，当前三四线城市

房地产库存存在区域结构、产品结
构上的分化。

一些三四线城市因过去盲目
开发，去库存压力仍然较大。安徽
金寨县房管局局长郝兵说，当地对
在县城购房户实行购房补贴，但全
县商品房库存依然高企，还面临着
销售降速的困难。

一些三四线楼市从库存积压
变成了房价上涨，转而控房价。在
2016年前后，全国100多城市密集
出台政策去库存，包括购房补贴、
税费减免等多种形式。去年以来，
包括江苏镇江、浙江嘉兴、安徽芜
湖等三四线城市，取消了“购房补
贴”政策；山东东营、聊城、潍坊、广

西柳州、安徽芜湖等城市则加入限
售、限价行列。

一些城市还在春节前后加紧
调控。2月11日，海南三亚市发文
要求加强商品房销售价格备案管
理；13日，山东淄博市发布房地产
调控政策，提出部分区域实施限房
价、限转让。

值得注意的是，在住宅加速去库
存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商业地产库存
量依然在增加。在福建晋江市，目前
住宅库存去化周期仅为9个月左右，
但办公楼去化周期高达几十个月。
在安徽六安市，和2016年底相比，住
宅去化周期明显缩短，但非住宅去化
周期反而增加了约8个月。

正月初五，在山东烟台市芝
罘区的某学区房楼盘，十几名购
房者在与售楼人员交谈。销售人
员介绍说，这几天成交了十多套，
春节前来买房人比较多。“孩子要
上幼儿园了，今年春节想在老家
买一套房。”购房者刘先生说。

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
据显示，自春节假期的前一周开
始，热点市场就进入了“休假模
式”。2月上旬，一线代表城市成
交环比下降33％，二线代表城市
环比下降 18％。三四线代表城
市成交量虽然环比下降9％，但
同比上升 35％。从网签数据来
看，春节期间，一线、二线城市网
签数据基本暂停，主要以三线、
四线城市为主。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数
据显示，春节假期监测的11个城
市中，整体楼市成交量较去年春
节增长 53.6％。其中，6个同比
增长的城市平均增幅超400％，
主要以三四线城市为主。

春节期间，江苏连云港商品
房销售面积 2.7 万平方米，同比
增长约一成，其中成交面积的
98％在县区；广西贵港市春节期
间商品房成交300多套，同比增
长52.47％。

“当前三四线楼市去库存进
入新阶段。”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
张大伟分析认为，2018年春节期
间，大部分三四线城市的市场成
交均比往年活跃，预计随着去库
存政策继续深入、基础设施陆续
完善等，今年全国楼市的主要支
撑仍然来源于三四线城市。

部分三四线楼市春节成交活跃

去库存进入 阶段

抢鲜读
证券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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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

(H02)

(H06)

(H01)
海南银行业创新模式精耕小微贷
去年底小微贷款余额1317.55亿元 同比增长13.68%

创业板走强收出三连阳

反弹行情 把握主题投资机会

实控人股东战略重组

华闻传媒抛出三宗收购计划

坚持服务“三农”定位 巩固支农主力军地位

省农信社全力服务海南乡村振兴战略

海南提升校方责任险保障程度
财政出资为学校附加校方无过失责任险

(H09)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据新华社宁波2月28日电（裘立华、黄瑞鹏）
《宁波市区户口迁移实施细则（试行）》3月1日起
正式实施，将大幅降低人才落户门槛。

新政策规定，大专应届毕业生在宁波可先零门
槛落户后再就业，取消住房和工作限制；中专、高中
学历在宁波工作满两年，无房也可以落户；购房落户
取消原100㎡面积要求和45周岁以下年龄要求。

新政策还将高中生、中职生纳入低门槛落户
范围。

大专以上应届毕业生可先落户后就业

宁波降低落户门槛抢人才

据新华社上海2月28日电（记者仇逸、吴振
东）抓住幼升小、小升初等关键节点，向拔高教学
要求、抢赶进度等说“不”，一批热门“杯赛”被取
缔、停办或主动停赛……上海率先出台规范校外
培训机构的“一标准两办法”并强力实施以来，制
度效用正在逐步彰显，成为落实科学减负、优化教
育生态的有力风向标。

《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上海市营
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和《上海市非营利性
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为民办培训机构分类管
理、准入管理、规范管理提供了基本依据。同时，
上海对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竞赛或等级测
试等变相竞赛活动进行严查严管；对开展义务教
育阶段培训活动中出现超前、拔高、抢学等违反教
育规律的行为开展依法依规监管和处罚。

从制度规范入手

上海抓焦点动真格
为校外培训“祛虚火”

据新华社武汉2月28日电（记者李伟、黎昌
政）28日是“国际罕见病日”，作为罕见病之一的

“小胖威利综合征”，发病率在万分之一左右，湖北
省确诊已有20余例。

家中的娃娃胖乎乎很可爱，可是，有时候能
吃、胖乎乎和过分乖巧可不一定是“福相”，或患罕
见“小胖威利综合征”。专家提醒，如果婴幼儿时
期出现喂养困难，发育迟缓，肌张力低下，性腺发
育不良，2岁之后，突然食欲旺盛，逐渐肥胖等症
状，家长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

“小胖威利”新生儿从2岁以后，吃就成了最
大的兴趣，体重迅速增加。医生提醒，一旦确诊，
需进行生长激素治疗和康复训练，进入儿童期后
适当饮食控制和体育锻炼，避免肥胖。2岁以前
为最佳治疗时期。

儿童总是暴饮暴食
或患罕见病“小胖威利综合征”

精准调控

部分三四线楼市
春节成交较往年活跃

三四线库存分化加剧 存量下降与销售困难并存

精准施策去库存
谨防“按下葫芦浮起瓢”

A

新
华
社
发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