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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
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
的实施，“打破刚兑、产品净值化”等成为
理财行业热点，预期收益型理财产品正
在逐步退出银行理财市场，净值型理财
产品逐渐火热，银行理财正逐步回归“受
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

近日，为使广大客户更加深入地了解
资管新规实施所带来的影响，中信银行海
口分行在海口朗廷酒店举办了“中信理财
健康投资者-百场万里行”活动，100余位
客户参加活动。此次活动向到场客户讲

解理财基础知识，增强客户对金融产品的
风险识别、判断及自主选择能力，有助于
帮助客户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

活动现场，首先由中信银行海口分
行工作人员对到场客户表示感谢，表示
中信银行海口分行将持续做好客户服务

工作。随后由中信银行海口分行产品经
理对中信银行财富管理服务和贵宾增值
服务作简要讲解。最后由中信银行资产
管理业务中心规划管理处尹老师详细讲
述资管新规实施后如何读懂行业新政
策，如何选择对应的产品，如何查询产品

信息，怎样看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等
系列资料。授课中，尹老师以详实的案
例现场示范如何判断产品风险评级，并
讲解了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银行理财产
品，在介绍理财产品净值查询等客户较
为关心的内容时，讲师与客户积极互动，

并对客户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回复。此
次活动获得了到场客户的一致好评。

“万里行”是中信银行携手中信银行
全资理财子公司信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举办的一系列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影响
力大的公益性活动，预计将在未来5年

走进全国100个大中城市，开展百余场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助力客户成为更优
秀的投资者。海口站是本次系列活动的
第二站，中信银行海口分行将持续做好
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投资者教育普及工
作。 （撰文/李敏）

中信银行海口分行举办“中信理财健康投资者-百场万里行”活动

普及理财策略 助力客户成长

售卖海鲜缺斤少两

三亚一海鲜店
被吊销营业执照

本报三亚10月12日电（记者李艳玫 见习
记者高懿）三亚有关部门日前联合对三亚天涯鲜
管家海鲜零售店存在缺斤少两售卖海鲜，欺诈消
费者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涉事商家被吊销营业
执照。

10月6日，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网友
反映的三亚某海鲜零售店存在缺斤少两售卖海
鲜等情况，展开调查，确认涉事商家为位于三亚
椰风巷的三亚天涯鲜管家海鲜零售店。经查实，
10月5日晚，消费者在该店购买海鲜时，该店员
工通过秤具作弊，使原本1.14公斤的海鲜变为
1.61公斤。

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该店的上述行为
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相关规
定，属于欺诈消费者行为，对该海鲜零售店给予吊
销营业执照的顶格处罚。同时，三亚市公安局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对该店店主刘某某行政拘留15天、罚款1000元，
对该店涉事海鲜导购员邓某某行政拘留15天。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马
珂）鉴于目前山东省青岛市新冠肺
炎疫情形势，10月12日省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向各
市县（含洋浦经济开发区）发布公众
健康提醒，要求有青岛市旅居史人
员主动接受排查，向所在社区报备
相关情况，并由市县统一安排开展
核酸检测。

健康提醒中说，现居住我省且

与青岛市感染者行程轨迹有交集的
人员，特别是9月 27日以来到过青
岛市胸科医院、接触过医院病人、与
上述人员有过接触的人员、接触过
近期从青岛市入境人员以及青岛市
市北区市民的人员，请主动拨打各
市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咨询热线，主
动向所在社区报备相关情况，由市
县统一安排开展核酸检测，费用由
市县负责。

市民应及时关注青岛市发布的感
染者行动轨迹，非必须不前往青岛，如
必须前往青岛，务必做好个人防护；从
青岛市返琼后，按照我省相关防控措
施做好个人防控工作。

健康提醒提到，各市县要提醒公
众养成规范佩戴口罩（尤其是在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和在公共场所活动
时）、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安全社交
距离的卫生习惯；不扎堆、不聚会，倡

导健康生活方式。用餐时，要选择安
全放心原料，生熟食材分开存放。食
物烧熟煮透，不吃生冷食物，避免发
生食源性疾病和食品安全事件。如
出现发热、咳嗽、腹泻、乏力等症状，
要佩戴一次性医用及以上级别口罩，
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进行排查和
诊疗，就医过程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10月 12

日，我省部分医院已发出《告知书》，提
醒14天内（9月28日以来）有青岛旅
居史的就诊患者，特别是与青岛市无
症状感染者行程轨迹有交集，去过青
岛市胸科医院、接触过医院病人、接触
过近期从青岛市入境人员以及青岛市
市北区市民的就诊患者，来院时应主
动接受核酸检测，或持7日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并做好自我健康观察，执
行好疫情防控措施。

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提醒：

有青岛旅居史人员主动报备接受核酸检测

海师附中举办周末素质教育大讲堂

专家讲中医
学子涨知识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
员黄金）10月11日晚，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
办周末素质教育大讲堂之《字解中医》讲座，海南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医专家组成员袁勇应邀主
讲，海师附中初一实验班200名学生聆听了讲座。

袁勇以新型冠状病毒为切入点，从“中医药
防治新冠肺炎体会”“何为中医之中”“何为中医
之医”“中医药蕴含的文化传统”4个方面进行讲
解，不仅介绍了中医在防治新冠肺炎中发挥的作
用，还告诉了同学们中医药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据了解，海师附中为了实现“学生综合素质全
面发展”的育人目标，自2018年11月开始陆续举
办“核心素养养成教育”系列讲座。本次讲座旨在
弘扬中医文化，增进青少年对中医文化的了解和
认同，让他们增加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丰富卫
生健康知识，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本次讲座由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
司、海南诚明文化有限公司承办。海南诚明文化
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传播及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海南本地历史文化。

五指山一医院获赠
200万元医疗设备

本报五指山10月12日电（记者谢凯 马珂
特约记者刘钊）10月11日上午，由海南第一成美
医疗产业集团联合海南省肿瘤医院、海南成美慈
善基金会共同发起的“精准医疗扶助项目”首站走
进五指山市。五指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获赠首批
价值约200万元的医疗设备。

据了解，五指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是海南省
中部区域肿瘤筛查定点医院，是我省构建肿瘤三
级防治网络的首层网络。此次接受捐赠有助于该
院开展“肿瘤四早筛查”等医疗活动，利用中西医
特色优势为肿瘤患者进行治疗。今年以来，社会
各界陆续给该院捐赠了一批医疗物资设备，包括
C-13设备一台、救护车一辆等。

五指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刘喜成表示，
此次获赠医疗设备，有助于该院提高疾病诊断能
力，该院将最大限度发挥好这批医疗设备的价值，
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 （记者
良子 通讯员代龙超 陈俊谕）近日，
根据公安部“昆仑2020”专项行动部
署要求，在海南省公安厅直接指挥
下，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
和海口市公安局抽调精干警力组成
联合专案组成功破获一起特大非法
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案。9月9日，该案的主要
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
捣毁位于琼海、万宁等地的窝点5个，查
扣宋、元、明、清时期海捞瓷珍贵文物
5097件；活蟒蛇、穿山甲标本、巨蜥标

本、鹦鹉螺、库氏砗磲等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及制品共981只（件）；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海龟活体及标本210只（件），石
珊瑚、苍珊瑚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制品
2000余千克；以及猛犸象牙，鲨鱼标本
等动物制品770件。涉案物品估值
3300余万元人民币（不含海底文物）。

据统计，该案系近年来我省破获
的最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

今年4月，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
队（筹备组）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条
线索：琼海市潭门镇、万宁市和乐镇
有团伙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鉴于该案涉及范
围广、危害严重、案值巨大，据省公安
厅领导指示要求，海岸警察总队（筹
备组）联合海口市公安局，抽调精干
警力组成“511”专案组，紧紧围绕

“查行踪、打团伙”的思路开展案件侦
办工作。通过大量摸排工作，专案组
初步掌握：犯罪嫌疑人通过开设正规
饰品店铺和网店作掩护，背地里通过
现场售货或短途代运、长途物流、快
递等发货方式，向省内及全国各地销
售国家明令禁止的保护动物玳瑁制
品。随后，专案组锁定了王某金、王
某畅等6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经过90余天的前期侦查，6月30
日，专案组获悉琼海王某畅、万宁周
先某等人在家中存放了大量砗磲制
品和活体海龟（玳瑁）。为防止活体
海龟（玳瑁）被杀害并制成标本以及
犯罪嫌疑人外逃，专案组决定兵分三
路对案件主要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7月2日上午，由海岸警察牵头
的110名警力组成3个抓捕小组，在
琼海、万宁两地同时收网。共抓获王
某金、王某畅、符功某等犯罪嫌疑人
10名，捣毁隐匿在琼海、万宁等地的
5个非法收购、买卖、运输濒危野生
玳瑁及其制品窝点。

随后，专案组顺藤摸瓜，相继抓
获海南省内的下家犯罪嫌疑人张咪
某、陈丹某、周云某、林树某。9月9
日，专案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成功抓获下家首佳某。

据专案组民警介绍，在侦办该案
的过程中，警方及时拯救了一批活体
海龟。

海师655名实习生
赴12个市县顶岗支教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王梦洋）10月12日上午，海南师范大学的655
位实习生和驻点指导老师从海口出发，分赴我省
12个市县开启为期两个月的顶岗支教实习。

支教团队由海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外国语学院、体育学院、文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
学院等14个学院的师生组成，将分别前往乐东、
东方、白沙、琼中、定安等12个市县的137所乡镇
中学顶岗支教，并置换302名乡镇中学教师到海
南师范大学接受培训深造。

据悉，顶岗支教属于海南省“双五百”人才工
程项目，该项目旨在加强我省农村中小学教师队
伍建设，提高各市县基础教育教学水平，促进我省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今年是海南师范大学实施该
项目的第十五年，自2006年以来，该校累计有1
万余名师范生参与顶岗支教实习，置换了5000余
名乡镇教师回炉“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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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查扣的库氏砗磲等物品。 代龙超 摄

民警连夜对查扣的海龟标本等涉案物品进行清点。代龙超 摄

扫码查看各
市县疫情防控指
挥部咨询热线。

扫码看警
方抓捕犯罪嫌
疑人视频。

海南警方破获特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捣毁窝点5个

海龟、海捞瓷、猛犸象牙……堆满院落

警方查扣的鲨鱼标本。 代龙超 摄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马
珂）10月10日以来，青岛市新增6例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和6例无症状感染
者，10月12日青岛市楼山后社区上
调为中风险地区。为切实落实我省疫
情防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政策，维
持我省疫情稳定向好的形势，降低疫
情输入传播风险，海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10月12日发布《关于近期有
青岛旅居史入琼人员健康管理工作的

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要求现居住海南省且9月

27日以来有青岛市旅居史的人员，主
动拨打所在市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咨询
热线，主动向所在社区报备相关情况，
如抵琼前持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和健康码“绿码”的人员，在测温正常
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
流动；如果没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由
市县统一安排开展核酸检测，并按相

关防控措施执行。上述人员核酸检测
阴性后，仍须落实14天（自抵琼之日
起计算）的自我健康监测，如出现发
热、咳嗽等异常情况，应及时报告。

《通知》请广大市民如非必要，近
期不要前往青岛。如必须前往，请务
必做好个人防护，准确记录好自己的
活动轨迹；从青岛市返琼后，要按照我
省相关防控措施执行。

请广大市民时刻注意个人防护，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养成规范佩戴口
罩（尤其是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在
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活动时）、勤洗
手、常通风、不扎堆、不聚集，少聚餐，
执行分餐制等良好卫生习惯。

《通知》要求近14天有青岛旅居
史或相关接触史的人员，注意自我健
康监测，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
状，应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及以上级
别口罩，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进行

排查和诊疗，并主动告知医生外出旅
居史、接触史等情况。

《通知》指出，对因瞒报、谎报造成
疫情扩散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

时刻注意个人防护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