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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随丽遗失身份证，证号：

350583197906214401，声明作废。

▲海口亨美乐餐饮有限公司海甸

分店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朱敏华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

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国海南

海花岛，2号岛296栋1802号房，

收据编号 HHD2167960，金额：

53318元。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

典 当
暂停公告

接委托人通知，海南通宝拍卖有限

公司20200108期拍卖会，暂停对

2307房的拍卖,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龙浩（海南）航空发展有限公司信
用代码91460100MA5T31AW7B
经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原注册资金 10000 万元减少至
500万元，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天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通知
郑 小 红 (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03****100418，海南省海口
市琼山区供电公司干部)。
东方宝岛石业开发贸易有限公司
郑重通知你：自本通知见报之日起
三十日内，足额缴付你认缴的股东
出资(货币出资)资金30万元；如逾
期未缴付或未足额缴付，本公司将
依法对你追究法侓责任。
东方宝岛石业开发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1月6日

债权转让公告
李海涛与海南雅居悦装饰设计工

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17日

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双方在协议

中约定:甲方将(2016)琼 96执恢

29号之一执行案(三亚山海观置业

有限公司、贾贵臣、谭德奎承担债

务)，甲方享有该债权的50％即人

民币9389587.04元(具体金额以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确定的剩

余债权金额为准)转让给乙方，特

此公告，请相关债权方收悉。

李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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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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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信息由大
众发布，消费者谨慎
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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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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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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海口实验站宿舍楼改造方案公示启事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海口实验站宿舍楼立面改造（增设电梯）
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义龙西路与义龙横路交叉口。现建
设单位拟对原有宿舍楼增设电梯、消防楼梯及立面涂料重新粉刷。
经审查，该项变更符合规划相关技术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
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
工作日（2020年1月6日至1月17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
海南日报；海口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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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
邮政编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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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6日

《东方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戈枕种猪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已形成，现公开征求与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网络链接：http://hnsthb.hainan.gov.cn:
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2、纸质报告书查阅地点：东方市
八所镇感恩北路42-3号；时间2019.12.27~2020.1.10 9:00~17:30；
联系人：肖秋雪。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征求以厂区为中心，边长5km
矩形区域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hnsthb.hainan.gov.cn:8007/hbcenter/qyzzhpysgsIndex.jsp。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形式在公示
期内将填好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到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应采用实名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和有效联系方式。建设单位：东方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地址：东方市
八所镇感恩北路42-3号；收信人：肖工；邮箱：553774457@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9.12.27~2020.1.10。

东方温氏畜牧有限公司戈枕种猪场项目环评公示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67-1

受委托，按现状再次公开挂牌转让海口市石山镇“国泰旅游
山庄”项目权益资产，挂牌价格为2600.1万元，详情见资产评估
报告及资产明细表。

公告期为：2020年1月6日至2020年2月5日。
对标的物的信息披露、竞买人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

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E 交易网（www.
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
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
道 61 号华夏银行大厦 18 楼)，电话：66558026 郭先生、
66558023李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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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1月6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联系人：翟哲

联系电话：18689880689

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1-8号信恒大厦

17-18层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

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

议》，中国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

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1月6日

附：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9年10月8日
序号

1

原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省
分行营业部

债务人

海南东润贸
易有限公司

担保人

海南东润贸
易有限公司

信用证编号

《不可撤销信用证》
LC51396040U

质押物

《海口市人民城市信用社整存整取
定期储蓄存单》，号码：007847，
账号：639-0820500084

本金余额

308,203.50美元
（折 合 人 民 币
2,179,800.07元，
汇率为7.0726）

利息余额

449,688.42美元（折合
人民币3,180.466.35元，
汇率为7.0726）

第三届海南迎春商品
农 产 品 展 销 会

离开幕还剩2天
2020年1月8-12日在海口市

蓝天路名门广场举办。

看它成为“网红”，你别跟着“眼红”
直播概念走红A股，“买它”还需冷眼辨别

伴随薇娅、李佳琦等“带货达人”走红网络，一众直播概念股也成了A股市场上
的“网红”。

有的急着蹭热点，有的忙着撇清，还有的上市公司高位减持。对于火热的直播
概念，投资者“买它”时还需要冷静思考、冷眼辨别。

2020年首个交易日，A股市场
放量走高。视频直播成为大热题
材，星期六、芒果超媒、引力传媒等
多只个股强势涨停。

事实上，直播概念股走红已经
持续了一段时间。其中，曾经的“女
鞋第一股”星期六截至1月3日的
15个交易日里录得12个涨停，股
价暴涨2.3倍。同期引力传媒也收
获了9个涨停板。

作为“网红经济”风向标之
一，万得网红概念指数自2019年

8 月底以来，累计涨幅已经超过
30%。

跻身直播概念的上市公司中，
部分本身拥有平台和网红资源。芒
果超媒依托湖南卫视和芒果TV双
平台推出“大芒计划”，探索以优质
平台资源和内容为网红赋能。搜于
特也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尝试直
播带货营销模式，孵化网红主播、培
养实体店主播。

部分上市公司选择“牵手”直播
行业平台。引力传媒先后与抖音、

快手两大直播平台建立深度合作关
系，2019年10月开业的海宁皮城
电商供货直播中心也与淘宝直播等
众多行业巨头展开合作。

参股或并购也成为一些上市
公司切入直播市场的路径之一。
星期六2019年3月完成对遥望网
络的股权收购，网红孵化恰是后者
的核心业务之一。近期星期六再
度暴涨，也与坊间传言其间接控股
网红李子柒所属公司“子柒文化”
密切相关。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8年中
国在线直播用户规模增长14.6%至
4.56亿人，预计2019年这一数字将
进一步增长至5.01亿人。

直播与电商的“嫁接”，创造出
惊人的变现能力。2019年“双十
一”超过10万淘宝商家开通了直
播。开场不足9小时，直播引导成
交额突破了100亿元。整个“双十
一”期间，“直播一姐”薇娅销售额达
到其2018年全年的27亿元水平，

“口红一哥”李佳琦引导交易额也逾
10亿元。

来自光大证券的观点认为，直
播电商从整个产业链角度提升了消
费者与品牌商之间的链接效率。从
商品端看，直播提升了非标商品潜
在线上渗透率；从用户端看，直播能
够发现用户非计划性购物需求；从
产品链看，直播加快了供给端产品
开发速度，实现用户需求的即时响
应。

而在多家机构看来，伴随5G
时代来临，制约直播行业发展的流
量和速度问题迎刃而解，VR（虚拟
现实）、4K/8K超高清、全息投影等
新技术的应用，将通过提供全时段、
全场景沉浸式体验重新定义直播行
业，从而助推其走上“大风口”。

资本市场一向对新“风口”嗅觉
敏锐。资本蜂拥而至推升概念股，
中信证券也对电商直播行业作出

“强于大市”评级。

2020年伊始，声称“在网红直播
早有涉猎”的金字火腿公告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要求其说明
与淘宝等平台主播合作的模式和内
容，并提供常年合作证明性材料。
此外，公司还被要求说明上述合作
对经营的影响，以及是否存在利用
互动易平台主动迎合热点、炒作股
价并配合减持的情况。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些概念股
公司忙着“撇清”。

1月4日，已连续收获4个涨停
的日出东方发布风险提示公告，对
所谓“网红带货”概念股身份作出澄
清。公告称，日出东方通过收购华
兴资本美元基金份额间接持股短视
频平台“快手”，但持有比例不足千
分之三，占比极低。公司不存在网
红带货相关业务或产品。

此外，天舟文化、华媒控股等多
家上市公司也通过投资者互动等方
式表示“暂无其他相关网红方面布
局”“网红直播业务未在公司业务板
块中占据重要位置”等。

当事方态度迥异，大股东逢高
抛货却已有迹可循。2019年12月
25日星期六发布减持股份预披露公
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
计划未来六个月内减持不超过总股
本比例5%的股份。这一消息旋即
引起关注，深交所发函要求公司自
查，并说明“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
了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直播概念已成A股“网红”，但
对于投资者而言，“买它”还需冷静
思考、冷眼辨别。
（新华社上海1月5日电 记者潘清）

“买它！”直播概念走红A股

创造惊人变现能力“风口”吸引资本蜂拥而至

当事方态度迥异“买它”需冷眼看

新
华
社
发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

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
诊断患者59例

新华社武汉1月5日电（记者廖君 黎昌政）
武汉市卫健委5日晚通报，截至5日8时，全市共
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
其中重症患者7例。

目前，所有患者均在武汉市医疗机构接受隔
离治疗，除重症外的患者生命体征总体稳定，无死
亡病例。经过治疗，重症患者从11例减少到7
例。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目前没有发现发热等异
常症状。

通报说，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部分患者为武汉
市华南海鲜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经营户。截至
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已排除流感、禽流感、腺病
毒、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
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病原鉴定和病因溯源
工作仍在进一步进行中。

2019年12月31日以来，武汉市卫健委在全
市开展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
查。59例患者中，病例最早发病时间为2019年
12月12日，最晚为12月29日。已追踪到163名
密切接触者并行医学观察，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工
作仍在进行。

2019年我国事故起数
和死亡人数“双下降”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魏玉坤）记者5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2019年，全国安全生产形
势总体保持稳定态势，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
下降18.3%和17.1%，较大事故、重特大事故起数
分别下降10.2%和5.3%。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19年，防
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取得重要进展。在自然灾害
防治方面，全国自然灾害因灾死亡失踪人口、倒塌
房屋数量、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较近5年均
值分别下降25%、57%和24%；在安全生产工作
方面，牵头成立国务院江苏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督导组进驻江苏开展全方位督导，同时在全国范
围部署开展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
集中整治。

这位负责人表示，2019年应急管理部门依靠
改革破解难题，系统谋划、综合推进，应急管理大
的体制已经明确，新部门新机制新队伍的优势日
益显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救灾。有效应对和处
置贵州水城“7·23”山体滑坡、四川长宁6.0级地
震灾害等重特大灾害事故。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
队伍共出动指战员1311.9万人次，营救遇险群众
15.8 万人、疏散 49.7 万人，抢救保护财产价值
242.2亿元。

应急救援能力建设整体推进。加强国家综合
性消防救援队伍建设，适应“全灾种”救援需要，在
全国布点建设27支地震、山岳、水域、空勤专业
队，在各省份组建机动支队、抗洪抢险救援队，在
边境线组建6支跨国境森林草原灭火队。

综合应急保障水平全面提升。建成部省市县
四级贯通的全国应急指挥信息网，初步形成应急
指挥“一张图”；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
警系统全面应用。创建中国应急信息网，组建国
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

新华社华盛顿1月4日电 中国研
究团队研发出一种只需抽取几毫升血
液就可对结直肠癌进行早期筛查和诊
断的新方法。该研究成果发表在新一
期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徐瑞华教
授团队收集了801例结直肠癌患者和
1021例正常对照者血浆提取的循环肿
瘤DNA（ctDNA），从中筛选出9个可
用于诊断结直肠癌的甲基化标志物，
以及5个可用于预测结直肠癌预后的
甲基化标志物。

循环肿瘤DNA是肿瘤细胞释放
到循环系统中的基因组小片段，是一
种特征性的肿瘤生物标记物，就像是
肿瘤细胞留下的“指纹”。

这项研究显示，基于循环肿瘤DNA
甲基化标志物的结直肠癌诊断模型的准
确率达到96%，而目前临床常用的结直

肠癌血清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的准确
率只有67%。另外，新的预后模型对患
者生存预测的准确性也明显高于目前临
床常用的预后指标，这意味着医生可以
据此对不同的结直肠癌患者进行更为个
体化的精准治疗。

研究人员还对1493例结直肠癌
高危人群同时进行了肠镜筛查和循环
肿瘤DNA甲基化标志物的检测，结果
显示后者检出早期肠癌的敏感性高达
89.7%，对进展期腺瘤（癌前病变）的检
出敏感性也达到33.3%，且具有更好的
患者依从性，为结直肠癌的早期筛查
提供了新的无创性方法。

中国研究人员研发出
结直肠癌早期筛查新方法

广告

新华社杭州1月5日电 （记
者许舜达 翁忻旸）“慧日峰下
——宋代僧家茶事”展5日在杭
州净慈寺美术馆开展，现国内仅
存的半个南宋“曜变天目”残盏首
次在国内公开展出。

据介绍，此次展览汇集了宋
代茶事器物 114 件，类别囊括
了盏、盏托、执壶、罐、渣斗、杂
件等，完整呈现了宋代僧家茶
事的历史脉络。

值得一提的是，现国内仅存
的半个南宋“曜变天目”残盏首
次与国内观众见面。

专家介绍，“曜变天目”属
于建窑的特殊品种，产于我国
宋代福建建阳地区。现在的
名称来源于日本。因其烧制
成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因此
极为难得。釉下一次高温烧
出耀斑，在阳光下耀斑周围会
闪 耀 七 彩 光 晕 ，日 本 人 就 以
夜空中星体耀眼而神秘的光
芒 ，来 比 拟 这 种 纹 饰 ，名 之

“曜变”。
记者在现场看到，“曜变天

目”残盏吸引了众多观展者的目
光，大家争相拍照。

南宋“曜变天目”残盏
首次在国内公开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