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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公告
琼国税二稽告[2018]13号

海 南 聚 正 润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
91460200MA5RH5AT88，法定代表人：区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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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税务检查通知书》（琼国税二稽检通一〔2018〕19号）
和《税务事项通知书》（琼国税二稽通〔2018〕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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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决定派检查人员自即日起对你公司
2017年5月23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

《税务事项通知书》主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五十六条规定，请你公司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
向我局提供2017年5月23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账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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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条的规定处理。（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昆
北路10号；联系人：蒲女士、胡女士；电话：0898-66784160）

特此公告
2018年5月24日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356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356号执行
裁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7月2日10时至2018年7月3日10时
止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口市秀英
区丘海大道70号紫泉花坊B栋秋实阁908号房。参考价:94.347万
元，竞买保证金9.4347万元。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
2018年6月2日起至2018年7月1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
外)(自行前往)。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7月2日10时前于淘宝网
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 (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
费等由买方承担；(3)标的所欠物业、水、电、燃气费等由买受人自行
承担；(4)拍卖标的物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限购政策执行。咨询电
话：0898-66756879 (张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05436

公 告
尊敬的电信彩铃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8年5月29日

00:00-06:00对彩铃平台进行优化。优化期间，拨打彩铃客

户电话时听到的回铃音可能是系统默认铃音，短暂影响彩铃订

购、开户销户等操作。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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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24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8〕309号

海口市白沙门村经济合作社联合社持土地权属来源证明等相
关材料向我局申请办理集体土地所有权初始登记，该宗地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海甸五中路北侧，宗地四至为：北至白沙门上村11巷及居
民区。南至海甸五中路，东至林盛育、朱章山用地，西至海口市白沙
门小学用地。土地总面积为7858.67平方米，为集体土地，拟将该宗
地7858.67平方米使用权权属确认给海口市白沙门村经济合作社
联合社。凡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天内，以书
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不主
张申诉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
特此通告。(此件主动公开,联系人:李先生,电话:65336234)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5月18日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海南文昌海石滩贰号项目修建性
详细规划商业部分调整批前公示

海南文昌海石滩贰号项目位于文昌市龙楼镇铜鼓岭钻石大
道北侧，建设单位为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该项目已经取
得规划许可，且项目部分已经投入使用。现建设单位向我委报来
相关材料，拟申请局部调整项目商业建筑设计，主要是调整南侧
商业裙房建筑高度及建筑面积，商业建筑面积由9810.87平方米
调整为8567.33平方米，调整后整体修规指标为：总用地面积
165475.3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41130.01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
面积326275.43平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14854.58平方米），地上
建筑面积337842.97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287.04平方米，容积
率1.97，建筑密度12.72%，绿地率35.20%，总户数4307户，调整
后的规划指标符合要求，具体调整内容详见附图。为广泛征求规
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规划调整
进行批前公示。

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
进行项目规划调整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5月24日至6月7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

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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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5月24日

抢鲜读
证券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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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P02)
汽车零部件板块逆市掀涨停潮

反弹行情 进二退一

(H07)
海南车险承保和理赔统一标准
简化5000元以下的理赔手续

(H09)
*ST罗顿称股权官司将影响公司控制权稳定
高院一审原告方同意接受调解

为挂牌企业融资超6亿元
海南股交中心服务企业发展 (H10)

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海南建行打造农资金融生态圈 (H06)

微信“股神”
如何诈骗1.2亿元

沈阳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案件大队大队
长张宏大介绍，这个犯罪团伙寄身于经工
商部门注册的正规公司，通过博取信任、诱
骗资金注入、制造亏空假象实施诈骗。

犯罪团伙首先通过“托儿”在微信群中
制造“只赚不赔”的假象，烘托“指导老师”
的“神操作”，利用投资人急功近利的心理
取得信任。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团队里每
个人有20多个微信账号，每天都在各个微
信群中探讨股票交易，追捧“指导老师”，

“每个投资群中只有被诱骗的投资者是真
实的，其他人都是演戏的‘托儿’。”

取得信任之后，就诱骗投资人在其设
立的期货投资平台上投资。犯罪团伙在网
上租用支付通道，投资人以为资金注入到
投资平台，实际上支付通道直接将资金转
到了该团伙账户中。办案民警介绍，所谓
的金融平台都是虚拟的，主要目的是吸引
投资者投入资金，最终侵占投资者的金钱。

在投资者投入资金后，犯罪团伙将账户
操作爆仓。“他们会诱骗投资者进行反向操
作，比如在股票下跌时继续买进，直到账户资
金被炒成零后，游戏就结束了。”骗子的高明
之处在于，投资者亏空后，会认为是正常亏
损，不会想到是投资公司用虚拟平台在演戏。

办案民警提醒，投资者选择投资渠道时，
应选择正规的投资平台，不要有一夜暴富的幻
想，高回报、高收益都是骗子常用的诈骗噱头。

（新华社沈阳5月 23日电 记者李铮
黄璐 张逸飞）

让王大爷没想到的是，尽管
每一步都按照李成的指示操作，
但不到一天时间，开户时注入的
50万元就亏空殆尽了。

“你这次赔钱主要是投的太
少了，关键时候没钱补仓造成
的。”出于对李成的信任，王大爷
又分两次注资共 93万元，几乎
掏出了全部家底。不到5天，后
续投入的资金也赔光了。之后，
李成仍催促他继续投入资金，而
对于此前“本金增长3倍”的承诺
只字不提。

王大爷这才警觉起来，向银
行核实自己的转账记录才发现，
资金并未转入平台，转账被对方
做了手脚，钱款已经消失得无影
无踪。王大爷意识到自己遭遇了
诈骗，今年2月3日到沈阳市公安
局皇姑分局报了案。

沈阳市公安局经分析研究
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虚假
交易平台实施网络诈骗的案
件。经缜密侦查，4月27日，专
案组分赴江西省景德镇市、广东
省深圳市和珠海市、湖南省益阳
市等地展开抓捕。截至 5 月 9
日，专案组先后将包括李成在内
的 26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涉案金额近1.2亿元。

沈阳的王大爷退休后一直想投资
股市。2017年秋天，一位自称“投资

专员”的人加了王大爷微信好友，每天热心
地和他讨论股票投资。渐渐地，王大爷相
信了其“没有专家做指导，散户赔钱理所当
然”的言论，并毫不犹豫地进入了“投资专
员”推荐的投资群。

王大爷观察发现，这个投资群里几十个
人，除了负责解析市场、指导投资的“指导老
师”，群友们每天也都在讨论股指期货、原油
现货、黄金、境外股市等话题，“看上去非常专
业”。在这个群，王大爷认识了一位威望极高
的“指导老师”李成。

在王大爷看来，李成对于证券市场很有
研究，他在群中晒出的几个账户也让王大爷
心里有底了，“他每一个账户里都有好几千
万元的资金可供操作，一天赚三四十万元跟
玩儿一样。”

王大爷觉得，李成不仅投资业务能力强，
还很有人格魅力。据李成在群中说，自己在
投资的同时还热心慈善，资本市场上赚取的
高额回报有一部分都捐给了慈善事业。在群
里他还表示希望能够帮助、指导大家投资，实
现本金快速翻倍，和自己一样去“感受做慈善
时的那份幸福”。

看到群友动辄每天几万元、数十万元的
收益，又有一个投资只赚不赔的“指导老师”
主动给予投资意见，王大爷再也坐不住了。
他在港股指数投资平台开户并注入资金50万
元，坚信自己的钱会像李成说的那样翻三倍。

微信偶遇热心“股
神”，原以为可以一夜暴
富，结果百万血汗钱5天
化为乌有，沈阳市民王大
爷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
悲。

近日，沈阳市公安局
捣毁一个利用虚假期货交
易平台实施网络诈骗的犯
罪团伙。1.2亿元的巨额
诈骗资金警示“王大爷”
们：天上从来不会掉馅饼。

“三无”壮阳药何以成为网络“爆款”？
——起底跨省制售假保健品链条

小作坊里加工成的“三无保健品”，
在网络平台中为何能够畅销？记者调
查发现，网络“刷单”让销售量“虚高”，是
犯罪嫌疑人招揽生意的重要方式之一。

警方调查发现，2017年，王某在拼

多多上开设了多家网络店铺。随后，他
上架了“虎虎生威”“德国黑金刚”等多
款“保健品”。为了让更多客户能在检
索时看到自己的店铺，他先后投入近8
万元“刷单”，将商品变成了“爆款”。

专家认为，跨多省制假售假形成链
条，并在网络中成为“爆款”，说明在监管
层面存在疏漏。对于发现存在“刷单”、
售假等违规违法行为的店铺，处罚应更
有震慑力。（据新华社武汉5月23日电）

8万元“刷单”成为网络“爆款”

“三无”假药从何而来？专案组追
踪发现，一条涉及湖北、河南、山东的制
假、售假链条已经形成。警方顺藤摸
瓜，发现了一批西地那非由武汉被运往
郑州。在一个制假窝点，办案人员抓获
了涉嫌制造假药的“上线”王某敏，并查

获了半成品假药胶囊1万余粒。
据王某敏供述，从2017年5月至

今，她先后组织生产了“鹿鞭丸”“采花
贼”“美国黑豹”“虎虎生威”等10余种“保
健品”，但其并不具备食品、药品相关的
生产资质。王某敏以每25公斤1万元的

价格，从武汉先后购买了75公斤西地那
非粉末。生产过程则完全没有标准，场
地没有经过卫生消毒，西地那非的添加
剂量也十分随意。用这种方式生产的

“保健品”，一盒的成本只有几角钱，但在
网络中的售价则是十余元至数十元不等。

今年2月，打算开办一家保健品
店的李先生，从网络平台上采购了一
批货物。到货后，其中部分保健品引
发了他的怀疑。

“我在网上可能买到了一些假
货。”李先生选择了报警。警方将这些

盒子上印着“速效壮阳”等字样的可疑
产品送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
检测。检测发现：送检的多款产品并
无正规生产厂家，属于“三无”假药，并
非法添加了俗称“伟哥”的西地那非。

这样的“保健品”，是怎么流入市场

的？公安机关追查发现，这批假药购自
一家拼团购物APP中的店铺——“猛
男天堂”，店主为山东人王某。经过实
地排查，警方锁定了一幢疑似为仓储、
发货窝点的二层楼房。近期，警方经过
持续调查及布控，将王某成功抓获。

几捧西地那非粉，几捧玉米粉，在脸盆里混合搅拌后，装入胶囊，精美的包装盒上堂而皇之地标注上具有“壮阳”“补肾虚”
等功效——这样没有正规生产厂家、没有准确生产日期、更没有经过相关质量检测的“保健品”，竟通过网络销往20多个省份。

小作坊里加工成的“三无保健品”，在网络平台为何能够畅销甚至成为“爆款”？记者进行了调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3日向社会公布
2018年网络交易儿童用品质量专项抽检结果

7大类网购儿童用品质量抽检：

总体不合格率28.9%

新华社西安5月23日电（记者杨一苗、王钊）“六
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儿童商品和服务成为
消费热点。陕西省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警示：在选
购儿童商品和接受服务时，要理性消费、安全消费。

儿童节期间，是广大家长为孩子拍摄影像比较
集中的时间，商家采用各种促销、特惠等方式吸引消
费者。消协提醒，家长在选择摄影机构时一定要事
先问好价格，认真阅读有关合同或协议，明晰有关条
款，不要被商家低价、优惠等促销方式所影响，忽视
了低价背后的附加条件和服务的真实情况，更不要
轻易相信那些所谓“免费”拍摄，谨防“先‘免费’后破
费”的陷阱。最好和摄影机构签订书面合同，对付费
标准、相册和照片尺寸、数量、制作效果、底片归属、
违约责任进行明确，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目前，我国已对童车、电动玩具、塑胶玩具等
6类玩具产品实施“3C”强制性产品认证。消协提
示，购买儿童玩具时，要注重考虑孩子的安全，除
注意查看商品主要材质、成分、合格证和生产厂家
的厂名、厂址、电话以及售后服务内容等标注是否
齐全外，应当看清产品是否具备“3C”标志。不要
购买“三无”及未获得“3C”认证的玩具；谨慎购买
带有香味的玩具，带有强烈气味的玩具大多含有
苯，不利于身体健康。

陕西消协发布“六一”消费警示：

谨防先“免费”后破费

？
微信群结识
“只赚不赔”的热心“股神”

投资143万元5天亏尽，
牵出1.2亿元网络诈骗案

利用虚拟投资平台诈骗
警惕高收益投资骗局

一批网购低价保健品牵出售假大案

三地形成制售假货链条

儿童鞋、儿童玩具、儿童服装、婴儿纸尿裤、
轮滑鞋、玩具滑板车、婴幼儿背带（袋）

从13家电商平台上抽检的

7大类儿童用品
总体不合格商品检出率为28.9%

京东、亚马逊、当当、唯品会、天
猫商城、淘宝网等

13家电商平台包括

涉及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7大类儿童用品

共抽检商品476组

实际到货462组

其中发现无厂名、厂址商品61组，

检测出质量不合格商品116组

制图/王凤龙

新华社发

新
华
社
发

新华社合肥5月23日电（记者徐海涛）自残是一
种不以死亡为目的，故意对自身机体造成损伤的行
为。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刘北明、毕国强与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徐林等人合作开展研究，揭
示了动物情绪调节自残行为的神经机制。美国神经
科学学会会刊《神经系统科学》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自残行为通常伴随着与应激相关的精神疾病
出现，但科学界一直不清楚其神经环路机制。近期
我国科研人员合作建立了一种新型的自残动物模
型，他们在大鼠的双侧脚内核注射一种受体激动剂，
发现可以诱导其出现自残行为，且这种模型的自残
率及伤势程度与给药剂量呈正相关。利用这种动物
模型，发现自残和大鼠血清皮质酮浓度相关，增强或
抑制皮质酮信号可以相应地恶化或缓解自残行为。

结合免疫荧光以及病毒示踪等技术，科研人
员进一步从神经功能和结构两方面，在全脑范围
内寻找到了多个与自残相关的脑区，绘制了第一
张自残相关脑区图谱。他们随后利用药物调节其
中的几个核团活动，解开了一条情绪影响自残行
为的通路。这些研究成果，为自残行为的临床治
疗和干预提供了潜在靶点。

我国学者发现
动物自残行为的调控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