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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 口 海 事 法 院

征 询 异 议 公 告
（2016）琼72执339号

海口海事法院 2018年3月19日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口恒通典当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海口
江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海南苏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中，拟将备案登记在被执行人海南苏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下
座落于海口市海秀中路138号中平广场C幢房号为202、203、301、
302、303、304、501、504、506、507、701、704、802、803、1002、1003、
1101、1104、1201、1204共20套房产进行处置，凡对上述房产权及其
他相关权利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
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则视为无异议，本院将依法作出处理。

联系人：执行局林法官，联系电话：0898-66288597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74号海口海事法院

海南金永安印刷有限公司及相关权益人：
我公司的“宏达商城”项目被列为海南省市重点建设项目（琼发

改重点【2017】389号）。我公司在该项目区域内对1号厂房进行拆
除和清理土地上附着物过程中，发现一批被海口市龙华区法院于
2012年4月9日作出的（2012）龙执字第135-1号《执行裁定书》查
封的物品，但查封期限已经届满。经查，该批查封物品系你公司或
者相关权益人的。你公司与我公司无租赁关系。

为确保“宏达商城”项目的顺利实施，我公司也曾多次与龙华区
法院沟通协调处理该批物品。现公告通知你公司及相关权益人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天内自行搬离上述物品。逾期不搬离的，视
为你公司或相关权益人已抛弃该物品。我公司将依法处置。

特此公告

公 告

海南农垦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0日

联合大厦项目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省文化经济发展总公司拟建的联合大厦项目位于海秀大道22

号，项目拟建1栋地上16层、地下2层商业、商务办公楼，其中地上6层
为商业裙房，7-16层为商务办公。项目建筑退东侧用地红线7.06米（商
业裙房）-10.36米（高层商务办公）、西侧退7米（商业裙房）-10米（高层
商务办公），符合海口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旧城片区非居住建筑
最小7米、10米退线要求。为征求相关权益人的意见，现按程序对联合
大厦项目建筑退线问题进行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
年3月 20日至4月 2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ghw.haik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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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5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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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林少薇。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3月20日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海口海关委托，本公司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auction.jd.

com/haiguan.html）在线公开按现状拍卖下列标的：涉案船舶“QN-
6323”内河运输干货船，标的竞买保证金：8万元。以上标的将进行二次
拍卖，如第一次拍卖未成交，则进行第二次拍卖。第一次拍卖时间：2018
年3月27日10时至2018年3月2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第二次拍
卖时间：2018年4月10日10时至2018年4月11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以上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该标的船舶长期闲置，处于
不适航状态；注册地在越南，为内河水道运输船舶；委托人和拍卖人均对
该标的不做市场流通保证，不承担为买受人办理船舶上牌、过户等手续的
责任。）竞买者参与竞拍，视为已对拍卖标的物的品质状况有充分了解，并
愿承担相关责任。有意向竞买人须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在
线支付相应标的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
及京东网络拍卖平台告知的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也
可登陆海口海关网址查询。标的展示：2018年3月25、26日和4月8、9
日。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请提前联系拍卖公司预约，并预留身份证复
印件备案。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889413333杨先生
13698986958李先生。公司地址：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
景花园听涛居15A。海关监督电话：0898-68516392

（第180320期）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03HN0018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玉沙路海岸金城一层1号商铺及三

层1号商铺分别进行公开招租，建筑面积分别为155.56和586.17

平方米，租期5年，挂牌底价分别为 560016元/年和773744.4元/

年。公告期：2018年3月20日-2018年4月2日。对竞租人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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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8]8号
海 南 仲 瑞 达 广 告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200MA5RJRE079，法定代表人：葛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
我局将对你公司涉税情况依法进行检查，但因你公司不在税务
登记证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人员，相关涉税文书无
法送达。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二稽检通一[2018]13
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二稽通〔2018〕6号）公告送达，
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自2018年3月15日起对你公
司2017年9月4日至 2018年1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
限）。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
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7年9月4日至2018年1月31期间
的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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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国税大厦5楼
联系人：曾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66592445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3月20日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公 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8]9号
海 南 仲 伟 达 酒 店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200MA5RJRE154，法定代表人：王圣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
定，我局将对你公司涉税情况依法进行检查，但因你公司不在
税务登记证登记地址经营且无法联系你公司人员，相关涉税
文书无法送达。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二稽检通一
[2018]14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二稽通〔2018〕7号）
公告送达，自本公告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税务检查通知书》主要内容：自2018年3月15日起对你
公司2017年9月4日至 2018年1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
检查（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
此限）。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
之日起3日内向我局提供2017年9月4日至2018年1月31
期间的账簿、会计凭证及其他纳税资料。逾期不提供，将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条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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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10号国税大厦5楼
联系人：曾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66592445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2018年3月20日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3月22日

00:00－2018年3月22日04:00进行综合激活系统升级优

化，升级期间系统暂停使用，影响的业务有：所有平台的停复

机、受理业务的竣工等。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客户服务热线10000、QQ客服8000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声 明
我院从未与境外办学机构合作

举办硕士、博士联合培养项目。未经
我院允许的任何机构以我院名义进
行招生宣传，都属侵权行为，我院将
依法追究其责任！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8年3月14日

关于将股东会提前召开的通知
郑金洪、郑邦德先生：

本公司2018年3月12日寄发的：2018年4月5日10时召开“海
口沧海贸易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股东会议”的通知，因考虑清明节
假期，决定将原定召开时间提前一天，即2018年4月4日10时召开。

会议地点：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CD1栋603房。
议题：一、讨论股权变更前债权债务清理，督促会议纪要落实。

二、落实共管资金支出部分的收款发票。三、根据业务需要，变更沧海
公司法定代表人。四、拟定公司《不动产证》领取前的相关财务手续交
接时间。五、拟定公司税务结算、清算的方案。六、讨论支付股东补偿
款事宜。七、鉴于项目已进入实质性开发阶段，如因迁址影响到正常
运营，领取《土地权证》后公司不能正常运营所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
承担。

诚请您二位准时参会。
发起人：山西智诚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科学家发现
与“渐冻症”相关分子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一个国际团队18
日报告说，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与“渐冻症”相关
的分子机制，能帮助理解这种疾病的发病机理及
相关靶向药物的研发。

“渐冻症”医学名称叫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是
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影响大脑和脊髓中与运动
相关的神经细胞，造成运动神经元死亡，令大脑无
法控制肌肉运动。主要临床表现是肌肉逐渐萎缩
无力，患者最后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前不久去
世的著名物理学家霍金21岁时就被诊断患有这
种疾病，最终与其缠斗55年。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神经科学家和以色列同
行18日在英国《脑》杂志网络版报告说，在长达8
年的研究中，他们重点关注了一种名为TDP－43
的蛋白质。此前研究表明，TDP－43是一种与肌
萎缩侧索硬化症发病相关的蛋白质，细胞核内
TDP－43功能的缺失或细胞质内出现异常的
TDP－43蛋白聚集体可能是致病的关键因素。

该团队通过对TDP－43分子机制的研究，进
一步推动治疗“渐冻症”的进程。

基因是决定生命健康的内
在因素。目前，借助最先进的科
学仪器和技术，可以从人体血
液、唾液、其他体液或组织细胞
中提取DNA（脱氧核糖核酸）进

行基因检测，分析其中的遗传信
息。

一家从事基因检测的科技
企业——中国奕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奕真生物）亚

洲研发副总裁汪敏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说，基因中某些位
点出现变化，可能预示着罹患
某种疾病的风险会有所上升。
但现在市面上一般的技术，位

点检测覆盖区域只占人类全部
基因组的不足0.1％，这种检测
犹如“管中窥豹”，不能完全满
足对健康风险的评估需求。

相比之下，检测所有基因

编码区的全外显子组检测，以
及覆盖所有碱基对的全基因组
检测能够更好地揭示遗传信
息，帮助人们了解基因带来的
先天影响。

奕真生物公司亚洲医学事务
副总裁彭嵋说，未来基因检测可
能在四个方面影响我们的生活：

首先，评估潜在患病风险。
掌握自己的基因信息就可以提
前了解自己患各种疾病的风险，

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比
如，美国影星安吉丽娜·朱莉
2013 年宣布，她因携带基因
BRCA的突变版本，为预防乳腺
癌而接受双侧乳腺切除手术。

其次，帮助判断疾病的预后

和发展。基因检测能帮助人们
及早评估癌症、老年痴呆症等疾
病风险，减少相关诊疗费用。越
早发现这些疾病就可以越早采
取治疗方案，即使无法全面治
愈，也可以改善生活质量。

第三，科学指导用药。不同
的人对药物的反应也不同，通过
基因检测可以预判相关基因会
如何影响某些药物的代谢，判断
更适合病人的药物以及最佳剂
量，避免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

改善治疗效果。
第四是指导饮食。根据基

因信息来调整饮食，可以帮助人
们吃得健康、科学。比如，有些
人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较高，就
应考虑在饮食中限制铁的摄入。

人类基因组极为复杂，其
中包含60亿个碱基。要想了
解一个人健康方面的风险，就
需要对许多基因测序，最多可
以产生100多GB（吉字节）的
数据量。

奕真生物公司生物信息学
主任杨中法说，这么庞大的数
据需要首先经过生物信息学专
业人员初步分析，随后由医学
遗传专业咨询师根据现有的基
因数据和专业文献仔细比对和

分析，最后才能给出精准的分
析结果。

汪敏说：“（本）世纪之初，
完成一个基因组测序花费了
超过10年的时间，其成本将近
30亿美元，当时成本是最大的

制约因素。而如今，这个数字
已经降到了公众可承受的范
围，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是极
其迅速的。”

中国浙江省“千人计划”特聘
专家、奕真生物公司董事长赵奕

宁认为，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基
因检测行业需要引入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配合基因组层面的
测序，使接受检测的人能及时得
到和自己基因相关的最新解读。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让人工智能更“聪明”
当前，人工智能的计算力、识别力快速发展，但想象力、创造力仍处瓶颈。为破解这一局限，科学家设计出一套类似

“猫鼠游戏”的技术，让人工智能在自动学习中变得更“聪明”。

这种技术被称为“对抗性神经网
络”技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
论》日前将其评为2018年“全球十大
突破性技术”之一。

人工智能的识别能力有赖于海量
样本学习，比如给它“看”数以百万计
的鸟类图片，它才能“学会”辨认鸟类，

而生成逼真的鸟类图像则更难。其局
限性在于，有些事物缺乏海量样本，而
且这种学习还依赖人类的“灌输”，缺
少自主性，这限制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美国人伊恩·古德费洛2014年在加
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读博士时想出一套设
计方案：用两个神经网络，进行数字版的

“猫鼠游戏”—— 一个负责“造假”，一个
负责“验真”，从而在对抗中不断提高。

负责“造假”的神经网络称为“生
成网络”，它依据所“见过”的图片来
生成新图片，这需要它总结规律、发
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负责“验真”的神
经网络称为“判别网络”，它需要凭训

练累积的“经验”，来判断某张图片
是真实事物，还是生成网络“自创”
的“假货”。

生成网络并非一开始就足够“聪
明”，比如它可能“认为”鸟类会有3条
腿，这样的“假货”当然很容易被发现。
但随着机器学习的不断深入和反复对抗

练习，生成网络对事物的理解越发深刻，
最终生成足以“以假乱真”的作品。

“对抗性神经网络”技术类似“猫鼠游戏”——一个负责“造假”，一个负责“验真”

这样的神经网络具有广泛应用价
值。比如在自动驾驶领域，人工智能如
果创造出海量接近真实的合成图片，包
含各种情形下的行人、障碍物等路况，
自动驾驶系统使用这些图片展开自我
训练，将有助于大幅提高应用性。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鸿升认为，
除了在机器翻译、人脸识别、信息检索

等诸多方向的具体应用，对抗性神经
网络的价值和意义还在于其蕴含的对
抗性思想，这有助于改进现有人工智
能算法。

从技术上看，对抗性神经网络已
经接近成熟。来自美国芯片企业英伟
达的研究人员用明星照片训练出一套
系统，进而生成了数百张根本不存在、

但看起来很真实的人脸照片。还有研
究团队让系统生成出看起来十分逼真
的梵高油画。

展现巨大潜力的同时，这项技术
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比
如不法分子可能利用此类系统制造出
图片甚至视频来混淆视听，给监管、安
全带来新挑战。古德费洛就表示，他

当前的研究重心就在于避免这类技术
的滥用问题，希望它“不至误入歧途”。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所长
刘成林介绍说，中国的研究机构目前
致力于研究对抗性神经网络理论的进
一步改良及优化。对抗性神经网络的
理论基础、算法和应用，都还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中国企业界则更倾向于把技术应
用在服务中，并在一些领域达到了业
界领先。比如，百度利用这项技术构
建语音识别框架，阿里云城市大脑则
借此技术生成训练数据集以优化车牌
精准识别功能。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记
者刘石磊）

在自动驾驶、机器翻译、人脸识别等领域——神经网络技术具有广泛应用价值

动物实验显示
电子烟增加脂肪肝风险

据新华社芝加哥3月18日电 一项以小鼠为对
象的实验发现，接触电子烟会增加小鼠患脂肪肝风
险。研究人员称，这提示人们应更谨慎使用电子烟。

电子烟主要由电池、蒸发装置和装有烟液的
烟管组成，烟液中含有一定量尼古丁。很多人把
电子烟当作戒烟辅助工具。

美国查尔斯·R·德鲁医科大学研究人员18
日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内分泌学会年会上报告
说，他们完成的小鼠实验结果显示，暴露在电子烟
环境中的小鼠，其肝脏样本中有433个与脂肪肝
有关的基因出现异常。此外，这组小鼠与生物钟
有关的基因也发生变化，而生物钟紊乱会加速包
括脂肪肝在内的肝脏疾病病程，会导致肝部脂肪
额外堆积，对健康有害。

胎儿期接触塑化剂
可能影响男性生育能力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18日电（记者周舟）正
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内分泌学会年会发布：美国
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动物实验显示，消费品包装
中常见的塑化剂会影响雄性小鼠的生育能力，即
使在胎儿期通过母体接触这类物质，也可能受到
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超过一代。

塑化剂是工业上广泛使用的高分子材料助
剂，严禁添加到食品中。此前有研究发现，塑化剂
进入男性体内会抑制睾丸酮分泌，影响生育能
力。有关塑化剂对胎儿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

美国研究人员利用小鼠对目前最常见的塑化
剂——邻苯二甲酸酯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
这种物质会扰乱实验鼠的内分泌系统，孕期接触过
这种化学品的小鼠产下的雄性后代血液中睾丸酮
水平明显降低，精子数量更少，生育能力受到影响。

可能在今年造成重大影响的可能在今年造成重大影响的““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之一之一

基因检测基因检测，，如何测出你的如何测出你的未来未来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基因检测的价值与日俱增基因检测的价值与日俱增。。近日近日，，美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杂志评出了可能在杂志评出了可能在20182018年造成重大影响年造成重大影响

的的““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全球十大突破性技术””，，基因检测榜上有名基因检测榜上有名。。
专家预言专家预言，，未来人们或许可以一出生就接受全基因组检测未来人们或许可以一出生就接受全基因组检测，，预测与基因相关的健康风险预测与基因相关的健康风险，，从出生开始就采用科学的健康管理方式从出生开始就采用科学的健康管理方式。。

什么是
基因检测

对生活
有何影响

未来
基因检测
是啥样

猫鼠游戏猫鼠游戏

？？
？？

？？

？？

人体神经网络局部效果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