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记
者张骁）在21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表示，截至6
月20日，北京市核酸检测机构从
98所扩至124所，日最大检测能力
从10万份提升到23万份以上。

高小俊介绍，自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北京市注重核酸检测能力提
升。1月中旬，北京市17所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均具备核酸检测能力。2月
上旬，有10所三级医院具备核酸检
测能力。3月至4月，北京市核酸检

测机构数量逐步增加，到4月底已有
61所机构可以开展检测，日检测能力
达到4.7万份。进入6月上旬，北京
市核酸检测机构已达到98所，日检
测能力达到10万份。

高小俊说，新发地批发市场发生
疫情后，北京市迅速提升核酸检测能
力，截至6月20日，核酸检测机构从
98所扩至124所，日最大检测能力从
10万份提升到23万份以上。124所
机构中，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20所，
二、三级医院有73所，医学检验实验
室有31个。如采用5：1混检，每日可
检测近100万人。

北京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
提升到23万份以上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在21
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
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通报：截
至6月20日24时，北京市大兴区孙
村乡磁魏路1号一食品公司共发现8
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人曾到
过新发地批发市场采购。综合流行
病学调查情况，考虑为一起与新发地
批发市场相关联的聚集性疫情。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百事
公司大中华区集团事务部企宣总监
樊志敏介绍，百事食品（中国）有限
公司磁魏路分厂监测到新发地批发
市场输入个案后，第一时间启动应
急预案，采取停产停业、产品封存、
环境消杀、人员隔离等措施；已经对
产品及厂区环境进行了全方位取样
调查，新发地批发市场发生疫情后
的产品均已封存。

北京大兴一食品公司发现8例确诊病例
考虑为一起与新发地批发市场相关联的聚集性疫情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记
者张骁）在21日下午召开的北京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新闻发言人高小俊介绍，为储备

和加强北京市核酸检测力量，实现
在更多人群中开展核酸检测目标，
国家卫健委近期从湖北、辽宁等地
抽调人员，组成10支队伍共212人
支援北京10家医院核酸检测工作。

高小俊表示，10支检测队伍
人员将陆续抵京开展工作，人员和
设备全部到位后，预计每天可为北
京市提供约3万个样本的核酸检
测能力。

湖北辽宁等地10支队伍进京支援核酸检测工作

北京近期疫情
出现反复以来，北京
市大兴区各机关抽
调大批党员、干部下
沉到社区参加一线
防疫工作。同时社
区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也全部投入到24
小时循环制的防控
工作中，干部居民齐
心协力抗击疫情。

图为 6 月 21
日，北京市大兴区
旧宫镇的居民测量
体温进入小区。

新华社发

北京：

全力以赴
抗击疫情

聚焦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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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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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黄海豹（男）、贺凯贝（男），两位因
个人原因从2020年6月15日起与
我司解除劳动关系，其对外所有的
一切行为及法律问题与本公司无
关。特此声明。

海南蔚蓝海洋食品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9日

遗失声明
本人关梓霖不慎丢失琼海市中医

院医疗住院收费票据一张，票号:

0000097844,声明作废。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

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

公司公章因破损不能使用，现声明

作废。

●许东（身份证：4600281982070

50813）遗失渔业船舶职务船员证

书，证件号：C11-011734(三级船

长)，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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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资公告
澄迈优目科技有限公司（信用代

码 91469027MA5REHY85N）经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

由原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佰陆拾万

柒仟零玖拾肆园整减少至人民币

伍佰玖拾陆万叁仟贰佰壹拾肆圆

整，由原投资总额人民币陆仟肆佰

叁拾肆万贰仟伍佰肆拾贰圆整减

少至叁仟陆佰肆拾贰万叁仟柒佰

圆整，请债权人登报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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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 当 遗 失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3876833603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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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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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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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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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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
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66810888资讯
广场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

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商铺出租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临街商铺出租
金濂路正业广场，467m2，商铺办

公出租。电话：15607550859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厂房出租

广告·热线：66810888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6HN0077

受委托，按现状对海口市文明中路125号勤工俭学大楼2号铺面
102第一层商铺进行招租，公告如下：

1、本次招租商铺位于海口市文明中路125号勤工俭学大楼2号
铺面102第一层。房产面积99.455m2，挂牌底价173052元/年。

2、租赁期限为五年，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
增3%，采用网络动态报价方式进行交易。

3、公告期：2020年6月22日至2020年7月6日。详情请登录海
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E交易网（http://www.
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gov.cn/
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
号窗口，电话：0898-66558038吴先生、0898-66558023李女士，
0898-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0年6月22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006HN0079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转让以下车辆：1、琼AJW201迈特威
小型普通客车，挂牌价75000元；2、琼AJX900雅阁小型轿车，
挂牌价50000元。公告期限：2020年6月22日至2020年7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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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y365.
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hainan.gov.cn/gg-
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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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58003施女士、66558010
孙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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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

广州中海物流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中海北部湾（洋浦）物流有限
公司。合并前广州中海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中海北部
湾（洋浦）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合并后广州中海物流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0万元。广州中海物流有限公司和中海北部
湾（洋浦）物流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广州中海物流有限公司继承。
各债权人可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
担保。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视为同意拟合并公司的债
权债务继承方案。特此公告。

广州中海物流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351号2206、2208房
联系人：莫舒懿；联系方式：020-38932106
中海北部湾（洋浦）物流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88号海港大厦5楼
联系人：陈雪清；联系方式：0898-68567051

2020年6月22日

吸收合并公告

吸收合并公告
经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中咨管理”）和海南中

咨投资顾问公司（简称“海南中咨”）股东分别研究并做出股东决
定，中咨管理拟吸收合并海南中咨，吸收合并完成后中咨管理存
续，海南中咨注销。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
双方的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中咨管理承继。请相关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四十五日内，可凭有效债权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吸收合
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898-66263216 联系人：李峥
联系地址：海口市和平大道16号银谷苑小区4栋1C

中咨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海南中咨投资顾问公司
2020年6月22日

“较低风险”理财也有亏本
“稳赚不赔”或成回忆

北京市民马女士5月初花2万元购买了某股份制银行的一款净值型理财产品，评级为
“较低风险”。但一个半月过去，她惊讶地发现，该产品不但没有盈利，反而显示亏损了
19.98元。

“我购买的是较低风险产品，出现亏损真是出乎意料。”马女士说。
近日，与该产品同为较低风险评级的多个理财产品出现亏本现象，给用“保本心态”购

买净值型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上了一课”。专家表示，在打破刚性兑付的背景下，理财产品
稳赚不赔或将成为回忆，投资者应理性看待产品净值波动。

从产品说明书来看，这几款亏本的理
财产品对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比例均超过
80%，本应较为稳健，为何会出现负收益？

“近两周来，债券市场调整超出预期。”
一位股份制银行网点理财经理表示，此类
负收益理财产品或挂钩了一定比例债券，
因此收益率受到了债市波动的影响。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5月
份以来，债券价格下行明显，部分以债券为
主要投资标的的银行理财产品受到较大影
响，出现了浮亏。同时，公募基金的固定收
益类产品，如债券型基金也出现了回撤。

事实上，负收益的出现并不突然，今
年以来多类理财产品收益都在持续下跌。

4月6日七日年化收益率跌破2%、6月
3日跌破1.5%……今年以来，余额宝从年

初2.4%左右的收益率一路下行，目前收益
率徘徊在1.4%左右。

余额宝不是个例，今年2月中旬以来，
“宝宝类”理财产品收益整体持续下跌。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6月1日至7
日，“宝宝类”理财产品平均七日年化收益
率已跌至1.55%。

银行理财产品方面，今年前4个月，人
民币非结构性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逐月下
跌。5月上旬理财产品延续前几个月的下
行趋势，中下旬以来持续小幅反弹，5月平
均收益率为3.9%，环比仅上涨1个基点。

除理财产品外，近期结构性存款收益
率也有所下跌。春节前后，很多股份制银
行结构性存款实际收益率接近4%，目前
很多银行已经降至3.5%左右甚至更低。

专家认为，理财产品收益率与
市场流动性水平有关，市场流动性
保持合理充裕使得市场资金成本
有所下降，影响了银行理财产品收
益率。此外，目前经济面临下行压
力，大类资产价格总体下降，也使
得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有所下降。

“正如股票价格涨涨跌跌，理
财产品净值波动是一种正常的市
场现象，投资者应调整好心态，避
免用‘保本心态’投资净值型产
品。”董希淼表示，银行理财产品出
现浮亏之所以引发较多讨论和关
注，一是银行理财产品投资者的投
资风格总体较为保守，偏好稳健型
产品，心理准备不足；二是长期以

来银行理财产品处于隐性的刚性
兑付之下，较少出现亏损现象，即
使亏损往往也刚性兑付。

而资管新规的出台打破了这种
刚性兑付。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
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
本保收益。出现兑付困难时，金融
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垫资兑付。

与此同时，国家金融与发展实
验室副主任曾刚也提示，短期账面
的负收益并不代表实际的负收益，
对于长期理财产品，投资者不必过
度关注产品的短期净值波动。

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
刘银平表示，净值型理财产品净值
波动、阶段性下降属正常现象。理

财子公司配置股票等权益类资产
的净值型理财产品净值波动会更
大，只不过理财子公司发行的产品
期限较长，产品未到期或未到开放
期之前投资者往往没有察觉到产
品净值波动，实际上在此期间产品
净值在不断涨跌起伏。

专家表示，投资者应充分考量
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平衡好风险
与收益，理性选择适合自己风险偏
好、投资能力的理财产品，并对自己
的选择负责。金融机构要加强信息
披露，全面、及时、准确披露理财产
品相关信息。总之，要做到“卖者尽
责，买者自负”。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今年多类理财产品收益持续下跌 专家：理财产品收益率与市场流动性有关

财经聚焦 新华社天津6月21日电（记者周润健）“来
了！来了！‘天狗’开始‘吃’太阳了！”21日14时
35分左右，在天津科技馆，天文爱好者杨晓文通
过天文望远镜一边观测一边大声说道。

21日，夏至。当日下午，一场“日环食”天文
景观现身天宇。本次“日环食”的“食分”达到了
0.99以上，即太阳整个圆面有超过99%的面积被
遮住，几乎接近全食。这样的“日环食”也被称为

“金边日食”。
本次“日环食”，我国处在绝佳的观测位置。

除西藏中部、四川中部、贵州北部、湖南中部、江西
南部、福建南部和台湾中部可见环食外，全国其他
地区可见不同程度的偏食。

当日，天津科技馆和天津市天文学会举办了
“夏至遇上日偏食”的网络直播活动。

“日偏食分为初亏、食甚和复圆三个阶段。在
天津地区，初亏发生在14时35分，食甚发生在15
时52分，17时复圆，最大食分为0.6。”天津科技馆
规划拓展部部长郝志琦介绍说。

当食甚到来时，杨晓文用相机进行了拍摄，
“日面60%的面积被月球遮挡了，看起来就像一
块被咬了一大口的月饼。”

作为本年度最值得期待的天象，本次“日环
食”引起了全国各地天文爱好者们的关注。记者
登录国内多个天文论坛看到，北京、贵阳、拉萨、济
南、郑州等地的天文爱好者都对本次“日环食”进
行了观测，并晒出了精彩的日食照片。

在西藏阿里拍摄的日环食（6月21日摄）。
新华社发（戴建峰 摄）

据新华社青岛6月21日电（记者张旭东）由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时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21日在磁浮试验线
上成功试跑，标志着我国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研发
取得重要突破。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是科技部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课题之
一。这个项目由中国中车组织，中车四方股份公
司技术负责，汇集国内高铁、磁浮领域优势资源，
联合30余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同攻关，目的
是攻克高速磁浮核心技术，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系统，形成我
国高速磁浮产业化能力。

自2016年7月项目启动以来，项目团队突破
高速磁浮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成功研制了试验样
车，经过地面调试和静态试验，此次车辆进入线路
动态运行试验，首次试跑。

据了解，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研
发进展顺利，在试验样车成功试跑的同时，5辆编
组的工程样车研制也在稳步推进中。按照计划，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样车预计在2020年
底下线，将形成高速磁浮全套技术和工程化能力。

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
试验样车成功试跑

6月21日，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
在磁浮试验线上试跑。 新华社发

“夏至日”迎“日环食”
中国公众家门口观看“金指环凌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