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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根据财政部令第84号的要求和我办《关于印发〈海南省

2017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琼农
办[2016]139号）精神，我办组织了2018年产业化贷款贴息项目
结算审核工作，经实地审核、银行核对和省级复审等工作程序，
现就我省拟安排贴息扶持并向国家申报备案的2018年度农业
综合开发产业化贷款贴息项目予以公告，欢迎监督。省财政厅
监督电话：68531653。

海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
2018年7月9日

拟列入2018年度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贷款贴息项目及贴
息额：

海口市：1、海南新发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
常年蔬果种植产业园新建项目63万元；2、海南罗牛山文昌鸡育
种有限公司年产40万文昌种鸡养殖场项目46万元；3、海南照
丰水产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水产品加工项目106万元；4、海南
康美食品有限公司年产840吨椰果加工项目142万元。三亚
市：海南中本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水产品收购加工项
目145万元。文昌市：1、海南海尚种苗培育基地有限公司年采
购3万尾南美白对虾种虾项目32万元；2、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
司年加工5000吨椰子项目102万元；3、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年收购8500吨罗非鱼加工项目310万元；4、海南文昌腾达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年加工30000吨有机肥项目8万元。琼海市：海
南生源橡胶实业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橡胶加工基地改扩建项目
160万元。屯昌县：1、海南绿新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年出栏1.5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17万元；2、海南中发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年
交易9万吨农产品批发市场新建项目352万元；3、海南龙健畜
牧开发有限公司年出栏6万头屯昌黑猪养殖场项目153万元。
陵水县：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海南省南繁高标准基地建
设项目361万元。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2016)琼0106执2690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2690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8年7月25日10时至2018年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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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变卖:北
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8号28层C2-2802房。起拍价: 854.2万元，
竞买保证金:170万元。咨询时间:自2018年7月16日起至2018
年7月20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
年7月25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 (1)上
述标的物按现状变卖; (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3、
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当地政策执行;4、变卖期间，如任一竞买人出
价即进入24小时竞价阶段。咨询电话: 0898-66130025 (司法技
术室) 法院监督电话: 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8年7月3日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
商铺招商公告

陵水环球旅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海南分界洲岛旅
游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开发和营运管理主体，现将位
于分界洲岛上商业街繁华地段的56号、32号商铺对外招
商，56号商铺面积为20.14m2，经营岛服使用；32号商铺面
积为17.08m2，经营冰淇淋使用。有意者可登陆景区官网
（http://www.hnfjz.com/）查看详情，或拨打下列电话咨
询。

联系人：谢建堂 联系电话：0898-31817771
陵水环球旅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7月12日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注销海口市国用(2007)字第009165
号土地登记和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的通告

海土资籍字[2018]219号
海南省专用通信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向我

局申请补发位于海口市南沙路49号、土地面积为21028.59平
方米宗地的不动产权证书。经调查，该单位持有的海口市国用
(2007)字第00916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挂失，现通告注
销该证项下土地登记，上述土地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凡对此
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我局地籍管理处提出书面
申诉，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该公司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
权证书。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6月1日

《梁祝》《五女拜寿》
纪念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文化惠民活动

2018年精品剧目惠民演出

主办单位：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浙江小百花越剧团

演出时间：2018年7月17日、18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 价：甲等90元（政府补贴510元）乙等70元（政府补贴530元）

丙等50元（政府补贴55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18年7月11日至7月18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窗口（剧院左侧）

—浙江小百花建团大戏
以“青春的名义”重塑经典

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
一块，66亩。现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有意
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 30 号海南日报社新闻
大厦11楼房地产公司领取该项目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
李先生：17733151699
翁先生：13322095818
刘女士：0898-66810879

18976733779

招商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查 封 公 告
本院依据（2018）琼01民初112号民事裁定书，于2018年

6月1日查封了琼海市嘉积镇金鼎商住区的在建工程“博海茗

苑”二区项目1、4、5号楼房产。

上述财产已由有关部门协助本院登记查封，查封期限自

2018年6月1日起至2021年5月31日止。在上述期限内，任何

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转移、设定权利负担或者其他有碍执行

的行为，否则，本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7月11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8）秀执字第937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麦发强、王赛兰与被执行人海口赛强

发展公司、刘忠孝、沈峰、王道良、鲁有清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

中，本案在诉前保全期间，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口赛强发展公司名

下的位于海口市海盛路88号海岸豪庭2#楼西侧首层第16、15、

13、12、11、10、9、8、7号商铺房产。因被执行人海口赛强发展公

司没有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上述查封房

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查封房产权属有异议者，请在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

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二O一八年七月七日

受五指山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委托，定于2018年8月18
日上午10:00在海南省五指山市珠江水晶酒店二楼水晶二厅以及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
同步公开拍卖：五指山市环市西路保障房小区锦绣花园二层11间
商业铺面，清单如下：

五指山市锦绣花园二层商铺拍卖公告

参考单价：7970元/m2；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0万元/套;
展示时间：2018年7月20日至8月16日;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8月17日下午5:30;
报名地点:五指山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一楼；
有意竞买者请将保证金转入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账户（以款

到账为准），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海口龙珠支行；账号：
46001003536053001593。

拍卖公司电话：0898-68539322 66746655
18976435423 许先生

联系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8号新达商务大
厦280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栋号/房号
1#楼 203商铺
2#3#楼204商铺
2#3#楼205商铺
2#3#楼206商铺
4#5#楼202商铺
4#5#楼203商铺
4#5#楼204商铺
4#5#楼205商铺
4#5#楼206商铺
4#5#楼207商铺
4#5#楼208商铺

建筑面积（m2）
238.11
242.75
280.16
280.16
235.88
235.88
253.52
249.31
235.88
235.88
235.88

参考价（万元）
189.7
193.4
223.3
223.3
188
188
202
198.7
188
188
188

如需办理银行按揭可联系五指山农行
庄经理：1778988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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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再度失守2800点

震荡筑底 机会大于风险
开辟小微企业绿色通道 实行“2+2”的时限办结制

海南银行业持续优化企业开户服务

海南银行业布局消费信贷市场

动动手指“一键即贷”

海南启动第四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
428个项目角逐150万元奖金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长沙7月11日电（记者陈宇箫）何
孟雄，1898年6月生，湖南炎陵人。1919年3月，
进入北京大学学习。1920年11月，加入北京社
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何孟雄是全国
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1926年5月，调任中共唐
山地委书记；1927年9月，何孟雄先后任中共江苏
省委委员、淮安特委书记等职，参与领导江苏各地党
组织的恢复、发展工农运动和开展武装斗争。

1931年1月17日，因叛徒告密，何孟雄在上
海被捕。在狱中，他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和
崇高品格，在监狱墙壁上写下一首诗“当年小吏陷
江州，今日龙江作楚囚。万里投荒阿穆尔，从容莫
负少年头。”2月7日，何孟雄与其他23位共产党员
与革命者，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33岁。

何孟雄：从容莫负少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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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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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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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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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销售”花样百出专骗老年人

谁盯上了老爸老妈的钱包？

上海市工商局检查总队执法人
员：单靠行政机关做这个事情太难
了。这不仅需要多部门的配合，还需
要全社会形成联防共治。

行政机关面对老年保健品欺诈
这样形式隐蔽、地点封闭、产业链上
下游分工细致复杂的案件，执法手段
和能力都还有待更新。譬如这个案
子，我们去一家宾馆调查一个会销人
员，敲门就敲了20分钟，进去发现她
用衣服把电脑、手机等都包起来，从
窗户里扔出去了。幸亏是二楼没有
扔坏，我们才提取到很多证据。

会销案件都是类似的，厂家、代
销、再到终端，关系链都是断开的，中
间人和厂家联系，再和会销公司联
系。作案手法多样，行为非常隐蔽，
查处也非常难。

我们认为，要把企业的信用监

管和个人的信用监管结合起来，从
事类似活动，要对个人有一些规制
手段，让个人信用受到实质性的影
响，不能把企业关了，他们又起炉
灶、再搞一摊。

最关键的是，这类案件的受害
者很少来投诉，一些老人的子女发
现了问题，打电话来投诉，第二天老
人就要撤诉，甚至我们执法人员上
门去取证，他们不仅不配合，还把执
法人员赶出来。

我们特别理解老人的想法，健康
是他们的第一心愿，可惜被这些无良
的商家利用了。让银发老人不再被

“收割”，除了我们执法人员加大打击
力度，做儿女的也多些陪伴，别再让
老人们感到太寂寞了。

（新华社上海7月11日电 记者
周琳）

会销“讲师”肖某：我们从2016
年 6月到 2017年 4月搞了 58次会
议，卖了2000多万元。为什么会用
四天的会议销售，就是要一步步引
导，缺一步消费者都有可能不买账。

以赠品为诱饵，层层进行诱导式
营销。我们就用金枪鱼油胶囊这个
主产品进行推销，先营造买产品不
用花钱的消费心理暗示。然后再推
出这个产品，以虚高价值、夸大作
用，诱导会场老人争相购买，让消费
者以为白得到很多产品，有“赚了”
的感觉。最后我们把金枪鱼油胶
囊、电饭锅、貔貅摆件等商品组成一
套，购买价是近4000元。

在四天的会议上，我们也不是一
下子把产品推出来，而是有一整套的
话术和流程。第一天、第二天是“倒
插”（即先行介绍和抛售）第一道产品，
再高抛第一个产品野山参；第三天在
高抛主产品金枪鱼油胶囊的时候还会
送一些赠品……在销售过程中，我们
会一直提醒参会的老人集中注意力，
交代他们回家一定要吃；还会面带微
笑地审单；会议上接入的全国视频直
播，其实就是提前录的一个视频。

我们还会针对不同客户的心理
进行不同的方法诱导：有些是随声附
和型，他们内心已经决定今天不买
了，那我们就会干脆问，“你为什么还

不买？”，突如其来的质问会让他们失
去辩解的余地；有的是强装内行，说

“我和这个公司或者产品很熟”，那我
们就先假装顺从点头，说“不错，你对
这个产品了解很详细，你是否现在就
买呢？”；有的是虚荣型，那就极力赞
扬，假装尊敬他，让他顾及面子咬牙
买下；有的非常理智，那就诚实且低
调，保守一点，强调产品的实用性。

其实这些产品都是很便宜的，貔
貅摆件每个二三十元，是从义乌等地
批发来的，野山参也就几十元的价
格。我们说这些野山参有防癌抗肿
瘤、起死回生等功效，先到先得，最后
老人们大部分都会掏钱。

60岁的李阿姨：我已经退休了，在
家无聊，是在报箱里看到会议通知的。
上面说送节能灯，又说是“节能减排办
公室”组织的，就决定去听一听。子女
们也劝过我不要买乱七八糟的保健
品。我心里想，我只要捂紧钱包就行
了，我不会买，我就是去领免费东西的。

到了之后第一天，他们说购买产
品当场返现，好多人花100元买蛋白
粉，就能返还120元。第二天，还是
这样的方式，买了当场返现，而且比
第一天返的还多。第三天，他们都在

说这个金枪鱼油胶囊特别好用，对高
血压、心脑血管疾病都有帮助，而且
当天只有4个优惠名额，500元一瓶，
买了还能当场返现600元。

到了第四天，购买产品不能返
现。现场接入了全国视频直播，厂家
的副总说，这些胶囊只有在这个会上
才能优惠买，买一瓶送三瓶，还送很
多赠品，赠送的电饭锅还是大牌子。
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想买了。

我也有点心动，心想这个金枪
鱼油胶囊，就算吃不好人也肯定吃

不死人，最后我也花了将近 4000
元，买了一盒胶囊，送了一支野山参
和一只貔貅摆件，还有其他一些赠
品组成了“六件套”。

其实一开始我是不想买的，后
来还是不由自主地买了。回头想一
想，一个原因是老年人太寂寞了，现
场的那些小伙子，嘴巴都特别甜。
另一个是不敢不买，我们的儿女信
息、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他们都知
道，有点害怕。以后我再遇到类似
的情况，也说不好还会不会买。

一个看起来金光灿灿的貔貅摆件，被说成“开光足金”；一盒几十元买来的野山参，被包装成
抗癌神药；一款金枪鱼油胶囊，说是治疗高血压“圣品”……持续四天的会议销售，让不少老年人
心甘情愿为这样的“六件套”买单数万元。

近日，因在经营活动中开展虚假宣传、夸大提供商品的性能，侵犯消费者权益，上海定元实业
有限公司被上海市工商局查处，没收违法所得145万余元，并处以145万余元罚款。“银发收割
机”缘何屡屡得逞？

建设万里行

消费者 我本以为可以捂紧钱包的，后来不由自主

执法人员 要把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监管结合起来

会销人员 我们针对客户层层诱导，“看人下菜”

新
华
社
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
正10日下午在国家医疗保障局调研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韩正重点了解抗
癌药降价、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治理高
值医用耗材过度使用等工作开展情
况，调研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障

扶贫、医疗救助等工作，结合观看异地
就医结算平台演示，了解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工作有关情况，与干部职工进
行深入交流。

韩正强调，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贯彻
优化协同高效原则，把党中央确定的
改革举措落到实处，不断提高医疗保
障水平，更好保障病有所医，增强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韩正表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着力解
决医疗保障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要发挥好医保的基础性、引导性作
用，实行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
形成协同推进医改的良好格局。

韩正强调，要积极回应社会关
切，加快推进抗癌药降价，减轻医药

费用负担，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
的好处。要完善国家异地就医结算
系统，健全异地就医结算机制，做好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要转变政
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加快推进“互
联网+医保”，提升医保服务的品质
和便利性。

韩正在国家医疗保障局调研时强调

加快推进抗癌药降价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

作人员。
任命于文明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任命

余艳红（女）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免去胡静林的财政部副部长职务；免去杨国

中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石家庄7月11日电 河北省邯郸市
中级人民法院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受贿、内幕
交易一案。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
诉，被告人姚刚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至2015年，
被告人姚刚利用担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
席助理、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在并
购重组、股份转让过程中股票停复牌、避免被行政
处罚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
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961万余元。2007年1
月至4月，被告人姚刚利用担任证监会主席助理
兼发行监管部主任的职务便利，获悉相关公司重
组上市的内幕信息，使用由其实际控制的他人股
票账户在关联股票停牌前买入，复牌后卖出，非法
获利共计人民币210万余元。以上依法应当以受
贿罪、内幕交易罪追究姚刚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姚刚及其
辩护人进行了质证，姚刚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当庭
表示认罪悔罪。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

姚刚受贿、内幕交易案一审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