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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检察长卡尔·拉辛
5月25日宣布对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发起反垄
断诉讼，指控亚马逊反竞争的定价政策损害第三
方卖家利益、抬高商品价格、扼杀整个在线零售市
场的创新。

这是2021年4月5日在美国纽约史丹顿岛
拍摄的亚马逊公司标识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美国首都检察长对亚马逊
发起反垄断诉讼

5月26日，一名怀抱孩子的选民在叙利亚大
马士革一处投票站投票。

叙利亚26日举行总统选举，包括现任总统巴
沙尔·阿萨德在内共3名候选人角逐下任总统职
位。 新华社发（阿马尔·萨法尔贾拉尼 摄）

叙利亚举行总统选举

美国将重开
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

新华社加沙5月26日电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5日晚在巴勒斯坦拉姆安拉说，美国将重开驻耶
路撒冷总领事馆，称“美国致力于重建与巴勒斯坦
民族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人民的关系”。布林肯
还重申，美国支持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
支持维持耶路撒冷老城宗教圣地现状以及反对将
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强行驱逐出去。

布林肯25日起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
和约旦，这是他上任后首次访问中东。

日俄船只在鄂霍次克海相撞
导致3名日本船员死亡

新华社东京5月26日电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当地时间26日6时许，一艘日本毛蟹捕捞船
和一艘俄罗斯海鲜运输船在鄂霍次克海域相撞，
导致3名日本船员死亡。

事故发生在距离日本北海道纹别港口东北
方向23公里处的鄂霍次克海域。据日本北海道
纹别渔业协会消息，日本渔船当日清晨4时从纹
别港出发。日方船员落水后，俄罗斯运输船实施
了救援。日本海上保安部人员正对事故原因进
行调查。

远离虚拟货币
交易炒作活动

我国相关部门早已意识到虚拟货
币交易炒作带来的风险，及时预警，多
次出台举措予以整治。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
就联合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
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
得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2017
年央行等七部门叫停各类代币发行融
资，并开展专项整治。随后，我国的虚
拟货币交易平台和ICO交易平台基
本实现无风险退出，人民币交易的比
特币全球占比一度降至不足1%。

尽管如此，一些人仍在观望，维持
“矿场”经营；部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
仍能绕过国内金融机构风控，进行充
值、提现、购买等操作。

近期，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有所
反弹。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等相关协
会联合发布公告，提示防范虚拟货币交
易炒作风险。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
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的第五十一次会议明
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下一步应采取针对性措施，开展
虚拟货币挖矿和交易行为集中整治活
动。”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建
议，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对涉嫌挖矿的
企业叫停招商引资，切断增量。综合
采取电价、土地、税收、环保等手段，推
动存量挖矿企业有序退出。另一方
面，对非法参与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或
为之提供支持服务的机构、平台，应联
合司法部门及时处置，提高违法违规
成本，增加整治的威慑力。

专家表示，虚拟货币绝非“一本万
利”的投资品，虚拟货币交易合同也不
受法律保护。面对相关部门三令五申
的提示和劝诫，广大投资者应增强风
险意识，远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
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记者
吴雨 陈健 毛振华）

挖矿耗能巨大 价格暴涨暴跌

虚拟货币乱象横生
一夜暴跌30%、一个月价格几近“腰斩”、爆仓者两手空空……近期，比特币等

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跌，激起围观者惊呼、投资者哀叹。从挖矿到交易再到融资，
“币圈”乱象横生，监管整治已出重拳，投资者应远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

打着“数据中心”的幌子
疯狂挖矿

荒凉的河岸边，一栋钢管、彩钢板
等材料搭建的简易厂房中，一排排大
铁架子上近千台电脑主机正高速运
转，散发出阵阵热浪，风扇嗡嗡作响。

如果不是当地人，没有几个人知
道这里是一处比特币“矿场”。给“矿
工”送饭的车每日从四川省康定市姑
咱镇出发，走过一段地图上都没有的
土路，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像这样隐蔽在深山峡谷中的“矿
场”在川西地区不在少数，“矿主”们盯
上的是这里廉价的水电资源。他们不
少以“水电消纳”为名、打着“数据中
心”的幌子，从事着比特币挖矿。

“哪里的电价便宜，我们就往哪里
走。”一名“矿主”告诉记者，春夏丰水
期一般在川西地区挖，等到冬天他就

“转战”内蒙古、新疆等地，利用火电继
续挖。

别看比特币是虚拟商品，但获取一
枚比特币耗时耗力，需要根据算法通过
计算机持续不断运算而来，俗称“挖
矿”。市场上出现了专门用来挖比特币
的“矿机”，有人大规模购进“矿机”形成

“矿场”，没日没夜地“开挖”……
“随着比特币越挖越少，经营一家

‘矿场’要面临更高的资本投入和更长
的回报周期。”一位“矿主”告诉记者，
以前是几十台、几百台购进“矿机”，现
在动不动就是上千台。一些“矿场”一
天就耗电上百万度，很多直接从水电
站接线用电。

还曾有一位“矿主”颇为得意地告
诉记者，其在西南某地的“矿场”一年
耗电量相当于三个市一年耗电总量。

业内人士表示，不仅是比特币，随
着以太坊、狗狗币等虚拟货币不断问
世，整个虚拟货币挖矿带来的耗电量
正在爆炸式增长，并且这些“矿场”大
多集中于我国，将对能源供给带来巨
大压力。

虚拟货币叫“货币”却不是真
正的货币，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
上流通使用，更不应进行投机炒
作交易。但在利益驱使下，仍有
人铤而走险，对“币圈”交易的虚
假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
炒作风险视而不见。

——“庄家”设局操纵价格。
业内人士介绍，包括比特币在内，
绝大多数虚拟货币都存在巨量持
有者，他们坐庄操纵市场价格并
不困难。

“以某币为例，前10名持有地
址拥有近40%的流通代币，只要
巨量持有者目标一致，极易操控
价格。”某虚拟货币海外交易平台
负责人向记者透露，5月19日该
币最大跌幅超50%，距离此前价
格最高点不到三分之一，很多投

资人损失惨重。
——借尸还魂，“空气币”屡

禁不止。在政策重拳下，国内的
首次代币发行（ICO）几乎肃清，但
不少平台把交易转移到海外平
台，但发行宣传的主战场仍在国
内，并想方设法绕过国内金融机
构风控进行充值交易。

“最近狗狗币暴涨，我觉得人
们对动物名字的币情有独钟，就
又投资了柴犬币，短短几天上涨
20多倍，可是近期价格暴跌，利润
几乎全部回吐。”投资者刘鹏说。

在这种盲目投资心态的怂恿
下，更多概念奇葩的“空气币”开始
涌现，猫币、猪币、鳗鱼币层出不穷
……这些没有实物依托、不具备应
用价值的“空气币”，一旦潮水退去
将给投资人带来巨大损失。

——杠杆交易放大投资风
险。在虚拟货币剧烈的市场波动
中，不少投资者加杠杆搏一搏试
图“单车变摩托”，结果往往血本
无归。

今年1月周先生携50万元资
金进入币圈，没几个月账面资金就
冲上300万元。而近期比特币连
连暴跌，最严峻时他每隔几分钟就
面临上万元损失。不甘心资金缩
水的周先生孤注一掷，加杠杆想抄
底，却不料比特币再度暴跌引发爆
仓，300万元很快全部“蒸发”。

第三方平台提供的交易数据
显示，截至25日15时，过去24小
时内有超过14万人虚拟货币杠杆
交易爆仓，金额达46.41亿元。而
19 日当晚，爆仓金额更是超过
400亿元。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参考
消息》26日刊登美国《福布斯》杂志
网站的文章《机构投资者从比特币
转向黄金》。文章摘要如下：

半个月前，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
官埃隆·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将暂停

使用比特币购买特斯拉汽车。随后投
资者从比特币投资产品中撤资9800
万美元，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一次。

上周，比特币出现了戏剧性的
跌价抛售。截至19日，比特币价格
已从4月中旬约6.4万美元的历史最

高点下跌40%以上。
根据对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期货

合同的分析，大型机构投资人可能
正在从比特币转向黄金。

摩根大通最近在一份报告中写
道：“过去一个月，比特币期货市场

经历了自去年10月比特币开始上涨
以来最剧烈、持久的清算。”而这些
清算资金与黄金交易所交易基金的
流入资金一致。

上周，随着美元走低，金价突破
关键阻力，自1月份以来首次触及每

盎司1890美元。
除了受美元走弱影响，黄金价格还

受到眼下前所未有的印钞和货币刺激
计划推动。目前，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
比一年前增加了大约21%。与此同时，
美联储还在维持其债券购买计划。

《福布斯》杂志：

机构投资者从比特币转向黄金

A C

“币圈”投机交易风险重重B
图为一个矿工模样的玩具小人站在被摆在电脑主板上的比特币模型上。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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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公告
兹有儋州市广播电视台工会委员
会不慎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副
本）及工会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市广播电视台工会委员会
2021年5月26日

遗失声明
海南格子游戏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焦玉奎）法人
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营业
执照正本、副本（2-1）、副本（2-
2），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G50Y1E，声 明
作废。

●杨金玉遗失海南新榕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一期AB区5-903房
的 购 房 收 据 一 张 ，号 码 ：
NO4029689，收款金额：20000
元，收款日期：2012年4月16日，
声明作废。
●海口长茂叁生堂中医诊所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卢书怡遗失教师资格证，证号：
20204600432000781，声明作废。
●王琼苑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毕
业证，证号：HN2018211730558，
声明作废。
●刘海梅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毕
业证，证号：HN2018211731074，
声明作废。
●符雪梅遗失海南省卫生学校药
剂专业2006年毕业证，毕业证号：
200607304，声明作废。
●逍遥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分公司遗失一枚公章，声明作废。
●于俊杰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水云山庄3栋601房收据叁张，
号 码 为 ：0000276、0003878、
0001038，声明作废。
●苏英月遗失东方县八所镇示范
路北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东方）国用（八所）字第3443号，
声明作废。
●海南博鑫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财务专用章，现声明作废。
●周昌文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103197904201211，特此
声明。
●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丰兴社
区居委会工会不慎遗失工会法人
资格证书（林志权），NO:460100-
1354087,声明作废。

通 知

●海南润禾振业农资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 万 宁 万 城 华 粤 通 讯 城
(HNWNZ056)遗失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海南有限公司一张押金发票，
发票号：3759027（金额：10000
元）；一张购机押金发票，发票号：
07873990(金额：800元)，声明作
废。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响水镇毛岸村支部委
员会印章遗失，特此声明。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合口村支部委
员会印章遗失，特此声明。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响水镇响水村支部委
员会印章遗失，特此声明。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邱村支部委
员会印章遗失，特此声明。
●万宁市礼纪镇红群村民委员会
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7673401，账号：2106130
01003500001532，声明作废。
●张靖杰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身
份证号码：460007199411262031，
特此声明。
●东方市全信通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张广遗失道路货物运输人员从
业 资 格 证 一 本 ，证 号:
46002619760824331X，声 明 作
废。
●海南家无忧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家无忧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三亚西岛海洋文化旅游区
配套透水构筑物改建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
众参与调查表网络链接：http://
www.hnhakj.cn/news_show9.
php公众调查范围：受本项目直接
影响或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以
及关注项目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任何单位
和个人可通过信函、电话、电子邮
件等任何一种方式将意见或建议
反映给建设/环评单位。建设单
位：曾工 13807506861，评价单
位：蔡工18976653151，有效期自
公示之日起至2021年6月4日。

招租
国兴大道海南大厦41层439平方
米写字楼出租13036015848

土地合作或招租公告
我公司管理的位于海南省定安县
仙沟仙屯坡的土地（国有土地证），
为市政公用设施用地，面积约30
亩，土地四至建有围墙，水电设施
齐全，诚邀合作或招租。有意者请
于2021年6月5日前来面谈或电
话咨询。公司地址：海口市滨海大
道7号320房。
联系人：韦先生 13807599083

梁先生 13707589800
海口供销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6日

通知
潘波先生：现琼中昌隆木业发展有
限公司决定于2021年6月7日上
午10点整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新进农场老油库琼中昌隆木业发展
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内容
为符传鹏股东股权转让表决事宜，
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请您按时参
加，否则造成的损失由您自行承担。

琼中昌隆木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在培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三亚福泰
银丰实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
本由1亿元减至2000万元。请债
权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遗失声明
洋浦润途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HE8N2F，财 务
专用章、法人章（钟映龙）。即日
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洋浦华迈建材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HE943M，财务
专用章、法人章（吴钟镇）。即日
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洋浦晨迈商贸有限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MA5TQK2526，财 务
专用章、法人章（赖坚）。即日起，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皇万实业有限公司（代码：914
60000MA5TTYW4XB）遗 失 营
业执照1正2副及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兴百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法人章（唐永平）一枚，声明作废。
●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提蒙
村民委员会遗失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4469028687286593H，声 明 作
废。
●于俊杰不慎遗失五指山翡翠花
园水云山庄3栋602房收据叁张，
号 码 为 ：0011799、0003879、
0001039，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土地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注销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438号土地证和补发不动产权证
书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1]172号
李林姑向我局申请补办位于海口
市美兰区灵山镇锦丰村委会仁定
村81号的琼山籍国用（1997）字第
08-43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使
用权面积为284.31平方米。经调
查，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已登报
挂失，现通告注销，该证不再具有
法律效力。凡对此注销通告有异
议者，请自本通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我局美兰分局提出书面
申述。逾期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
李林姑补发上述宗地的《不动产权
证 书 》。 联 系 人: 赵 女 士
65360879。 2021年5月21日

招租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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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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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08908509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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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扫码查阅广告

合作邀请
范围：文昌维嘉国际广场商务公馆
主体结构施工及劳务总包。
有意联系：0898-63288519
13876331861 李桃女士

商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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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体认领启事
钟放台，男，流浪人员，病倒街头被
公安部门送至儋州市西培农场医
院入院救治，2021年5月26日，因
病情恶化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有知情者从本启事发布之日起30
天内与儋州市救助管理站联系，若
无人认领，将按照救助管理机构相
关规定安善处理后事。联系电话:
0898-23381975

儋州市救助管理站

遗失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朱腾壮遗失医师资格证书一本，

证书编号:199846141460029510

9130214，声明作废。

●农春燕不慎遗失广西柳州畜牧

兽医学校毕业证，证号：桂教中专

毕字（2004）第 03846号，现特此

声明作废。

●曾德安遗失澄迈县金江镇北河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经营

权证编码：469023100216010119J，

现特此声明作废。

●景丽梅遗失陵水中南福原投资

有限公司温泉庄园2#103收款证

明收据两张，编号：0007358 号、

0007380号，声明作废。

●东方八所喜媚儿美容院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屯昌屯城积庆副食商行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号：

JY14690221727863,声明作废。

●海南悦途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

陵水县支行营业部开户许可证，

账号：21840001040024475，核准

号：J6410046157101，声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新政镇什

那村民委员会不慎遗失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新

政信用社开户许可证，账号:

1006974200000192，核 准 号 ：

J6410014547401，声明作废。

●保亭保城刘记商行不慎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编 号 ：

JY14690290003282，声明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