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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
队）旧址保护成果展在哈尔滨开幕。本次展览共
展出731部队罪证文物113件，其中80多件是
731部队遗址核心区四方楼遗址考古勘探清理采
集的文物，为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新华社发

再添铁证！

731部队遗址核心区
罪证文物首次展出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口通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美兰·山水天商场外立面
改造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新大洲大道713号。项目仅对现状建
筑外立面进行改造，不增加建筑面积。为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
程序拟进行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7月5日至2021年7月16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

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至：hksjdglj@163.com；

（2）书面意见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海口江东新区管
理局规划统筹部，邮政编码：571127；（3）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反馈，
逾期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5686619,联系人：刘鑫。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1年7月5日

美兰·山水天商场外立面改造批前公示启事
鲁军：

根据市政府对向荣村留用地《土地置换框架协议》的要求，经核
实，你名下坐落于海口市秀英区秀英街道办的青苗及地上附属物属
于本次征收范围内，现征收工作已接近尾声签约期限即将届满，但
你尚未与本单位协商、签订青苗及地上附属物征收补偿协议。为尽
快完成该项目青苗及地上附属物征收工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请
自本通告见报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本单位洽谈青苗及地上附属物征
收补偿事宜，逾期未达成征收补偿协议的，视为自动放弃相关补偿
权益，由此引发的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特此告知
联系方式：68604467

秀英区重点项目协调服务办公室
2021年7月10日

关于敦请鲁军协商、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通告

公告
海口市泰禾福电影放映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韦燕、刘万统、王
兴豪、王敬旺与你公司劳动争议案
（海劳人仲案字〔2021〕第 211、
212、233、234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1〕第414-417号仲
裁裁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
（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7月10日

不动产权证书遗失声明
方俊达因保管不善，将临集用（15）
字第0866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
遗失，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
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
废。 声明人：方俊达

2021年7月8日

遗失声明
邓文功（身份证：46902419471205
3219）因保管不善，将《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临国用（18）字第0112
号】遗失，现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申请补
办，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声明人：邓文功 2021年7月9日
●海南省血液中心遗失海南省医
疗门诊收费票据三张，发票号码：
00343139、00343167、00343174，
现特此声明作废。
●澄迈县福山镇迈岭村民委员会
迈岭村民小组公章遗失，现声明作
废。

●排浦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东方解放路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Z6410000572303，特此声明作废。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东方市支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Z6410000344402，
特此声明作废。
● 许 德 元 ，身 份 证 号 ：
152301196806280035，籍贯：辽
宁省新民县，2014年因保管不善
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书编号：
110110106005485，现声明作废。
●海南八门湾红树林旅业开发有
限公司遗失2014年3月19日刻制
的公章，声明作废。
●海南天地嘉轩实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声明作废。
●赖秀文、麦明达遗失长影粤海（海
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房
专用收据1张，收据号码：0003427，
金额：449718.00元，声明作废。
●赖秀文、麦明达遗失长影粤海
（海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
的购房专用收据1张，收据号码：
0003454，金额：50000.00 元，声
明作废。

通知
吴凡：2011年7月7日我司与您签
订《海南省商品房预售合同》及《补
充协议》，约定您购买我司开发的万
宁市万州大道宝御世家第1栋B单
元7层B1702号房屋。合同签订
后，虽该房屋我司已向您交付，但您
至今未支付购房款。鉴于此情况，
现特向您发此函，请你于该通知见
报之日起15日内到我司协商处理
上述事宜，如逾期，我司将按相关规
定 处 理 。 电 话 ：曹 先 生 ：
13876420998特此通知！海南二
月花酒店有限公司2021年7月9日

通知
海南中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公司人员于2016年7月前来我

中心接受体检服务，但至今仍有部

分余款尚未结清，请贵公司见报之

日15日内与我中心商谈上述事

宜。特此通知。

海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海口

海关口岸门诊部）2021年7月8日

通知
吴克春：2011年9月20日我司与您

签订《海南省商品房预售合同》及

《补充协议》，约定您购买我司开发

的万宁市万州大道宝御世家第2栋

CA2301号房屋。合同签订后，虽

该房屋我司已向您交付。但您至今

未支付购房款。鉴于此情况，现特

向您发此函，请你于该通知见报之

日起15日内到我司协商处理上述

事宜，如逾期，我司将按相关规定处

理。电话：曹先生：13876420998

特此通知！海南二月花酒店有限公

司 2021年7月9日

注销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三只松鼠幼儿园（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60105MJP2470830）拟 向 海
口市民政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本学
校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解散清算组声明
海南琼山诚信实业有限公司，因业
务需要，需要继续经营，现决定解
散清算组，终止清算。

2021年7月9日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新德村
委会文德头第一村民小组不慎遗
失海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三门坡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2172603，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塘北村民委员会
中村村村民小组遗失农村信用社
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15934501，声明作废。
●保亭三道槟榔谷雨林区商业售
卖服务中心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JY14690290004167，声明作废。
●高子超遗失警官证，证号武字第
1303942，声明作废。
●姚忠奇遗失居住证，证号：
430626198308168014，特此声明。
●海南宏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欧广东二级建造师证，注册编
号：琼246161708966，证书编号：
01857906，声明作废。
●海南众信海黄工艺品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法人章各一枚，声
明作废。
●海南飓骄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遗失澄迈县老城镇后海温泉小
镇收据，收据编号：NO20119832，
金额：1000元，现特此声明作废！

典 当 遗 失

通 知

减资注销

公告送达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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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口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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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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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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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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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景观树出售

出售6000株小叶榄仁景观树
树龄10年，胸径20-40公分，

半价处理。吴先生18608965222

招聘

张的工作室招聘文秘一人
要求：熟悉电脑及有关电子产品
读、写、摄、录的操作使用。女性。
具有一定的文学和文字功底，有阅
读文学作品的爱好和习惯，能在相
关载体上查找有关资料。有写作
经历和应届文科毕业生优先。工
资待遇：年薪十万元。
联系电话：13078979346.张先生。

海口市区、高铁东站对面，
独栋，经营中酒店出售。
产权清晰，18689753791。

酒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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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吴
雨）中国人民银行9日宣布，为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
有降，决定于2021年7月15日下调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
融机构）。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加权
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8.9%。

今年以来，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
续上涨，一些小微企业面临成本上升

等经营困难。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降准的目的是优化金融机构
的资金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更好
支持实体经济。有效增加金融机构支
持实体经济的长期稳定资金来源，引
导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降准资金加大对
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据介绍，此次降准为全面降准，除
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部分县域
法人金融机构外，对其他金融机构普

遍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1万亿元。此次
降准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每年约
130亿元，通过金融机构传导可促进
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对于不下调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
备金率的原因，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
称，5%的存款准备金率是目前金融机
构中最低的，保持在这一低水平有利
于金融机构兼顾支持实体经济和自身

稳健经营。
此次降准是否意味着稳健的货币

政策取向发生改变？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明确表示，稳

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此次降
准是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后的常规操作，
释放的一部分资金将被金融机构用于
归还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还有
一部分资金被金融机构用于弥补7月
中下旬税期高峰带来的流动性缺口，增

加金融机构的长期资金占比，银行体系
流动性总量仍将保持基本稳定。当前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人民银行坚持货币
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坚持正常货币
政策，不搞大水漫灌。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
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稳字当头，保持流
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
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
匹配。

央行决定降准0.5个百分点
释放长期资金约1万亿元

距离上次中国人民银行定向降准
1 年多后，央行 9 日宣布，决定于 7 月
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
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

率的金融机构）。这将有效提升金融
服务能力，更好支持实体经济，进一步
增强经济活力。

今年以来，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
上涨，一些小微企业面临成本上升等经
营困难。货币政策如何灵活精准、合理
适度，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

这次全面降准将释放约1万亿元长
期资金，旨在增加金融机构长期稳定资
金来源、优化资金结构的同时，鼓励和引
导金融机构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特别
是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为企业生产经
营和经济平稳运行创造适宜的利率水平。

降准是“甘霖”，却不是“大水”。

本次降准后，金融机构加权平均存款
准备金率为 8.9%，仍处于合理水平。
作为疫情期间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
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我国坚持货币政
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不搞大水漫灌，
而是精准发力。此次降准并不等于政
策转向，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我国货币政策的适时调整主要依
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可以预
期，此次及时、精准的资金释放，将护
航中国经济航船平稳运行，为高质量
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
货币金融环境。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记者张千千）

全面降准让金融机构更好支持实体经济

手机APP广告乱象何时休？新华调查

涨幅回落！

6月CPI同比上涨1.1%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邹多为 魏玉

坤）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
经济保持稳定恢复，居民消费价格运行平稳，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1%，涨幅比
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从环比看，6月份CPI下降0.4%，降
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食品中，生猪产能持
续恢复、压栏肥猪集中出栏及消费需求季节性偏弱
等因素导致猪肉价格继续下降13.6%；鲜菜、鲜果价
格则分别下降2.3%和4.5%；非食品中，因国际原油
价格上涨，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1%和2.3%；
出游淡季叠加局部地区疫情影响，飞机票、宾馆住
宿、旅游和交通工具租赁费价格均出现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刘俊海表示，手机APP广告乱象已
侵犯消费者隐私权、安全保障权、知
情权与选择权。他认为，应加强执
法力度，制裁和打击手机APP开发
主体、平台机构及相关灰色产业链，
激活公司理性自制的免疫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

所数据安全研究部陈湉建议引进公
益诉讼，让违法违规手机APP广告
发布主体切实承担相应责任。行业
协会应开展自清行动，进一步明确
APP广告发布者的责任义务，明确
企业社会责任，杜绝违法违规垃圾
广告投放，将消费者友好型的合规
理念植入到相应技术主题、市场主

体，重视从技术研发方面堵住漏洞。
工信部方面表示，APP用户权

益保护关乎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将把整治APP侵害用
户权益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
举措，为广大群众营造更安全、更健
康、更干净的APP应用环境。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当前手
机APP广告收费已非常成熟且高度
细化。有的广告按照曝光量收费，
每千人收费5元至20元不等，这类
多是信息流广告；有的按照点击量
收费，每次点击约1元，这类多是个
性化定制广告；有的按投放时间收
费，可选择24小时内任一时间段投
放广告，不同APP费用差距较大，这

类多是开屏广告。朋友圈广告更加
“简单粗暴”，目标人群、投放时间、
投放地区都能明码标价。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阳表
示，与传统广告相比，手机APP广告
隐蔽性更强、精准度更高、主动性更
强、转化率更优，对广告主吸引力很
大。因此，尽管广告法、互联网广告
暂行管理办法等规范已出台实施，

但治理业内乱象难度依然不小。
暴利引人趋之若鹜。记者调

查发现，违规广告因大多涉赌涉
黄，价格更高，往往是正常市场价
格的数倍之多，有些甚至能达到数
十倍。

记者还从不少用户处了解到，
部分APP平台会在使用授权协议中
玩“文字游戏”蒙骗用户。

上海等多地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
发布信息称，当前网民深恶痛绝的手
机APP广告乱象仍然“顽疾难断”。

——或无法关闭或“隐藏”关闭，
广告关闭难上加难。上海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称，在对600款APP广
告行为分析后，发现近六成在使用时
会弹出广告，其中近七成没有“关闭
键”。此外，在APP个性化广告中，仅
14%有关闭入口。

日前，记者使用微信、汽车之家、
36氪等手机APP时发现，个性化广告
推荐关闭入口选项设置隐蔽，流程繁
琐，用户难以发现。

——一个广告“炸”出一串广告，
广告推送威胁隐私安全。杭州的鲍女
士近来忧心忡忡。“我发现我只要在一
款电商APP上浏览过什么商品，其他
APP上竟然就会反复收到这类商品的
广告推送。”记者调查发现，鲍女士的

遭遇并非个案，许多用户都有类似的
体验和忧虑，甚至还有部分用户因此
遭受损失。

家住武汉的梅女士今年24岁，她
告诉记者，因为自己曾浏览使用过某
网贷APP，之后连续几个月她在不同
的APP上收到“海量”网贷广告，不知
不觉陷入“网贷陷阱”。

——部分手机APP广告涉黄涉
赌涉假问题仍存在。记者发现，用百
度APP浏览部分网页时，网页上的涉
黄广告仍能正常显示。还有不少直播
类、视频类手机APP中含有违法广告
图片，点击后将用户导向涉赌涉黄等
违法内容。另有部分手机APP广告
打着“超低折扣”“薅羊毛”等旗号，诱
骗消费者至售假网站网页。

记者还发现，部分手机APP广告
会诱骗用户点击包含窃取信息、远程操
纵等病毒的链接，严重威胁用户安全。

8日，工信部发布信息显示，经过对手机APP用户反映强烈、投诉较多的“弹窗信息标识近于无形、关闭按钮小如蝼蚁、页面伪装瞒天过海、诱导点击暗度
陈仓”等违规行为进行集中整治，2021年第二季度，开屏弹窗信息用户投诉举报数量环比下降50%，误导用户点击跳转第三方页面问题同比下降80%。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手机APP广告难以关闭、侵害隐私、涉黄涉赌、弄虚作假等问题仍屡禁不止，治理力度不能减弱。

暴利诱惑、规范漏洞、技术难题加大监管治理难度

市场、技术、规范多角度发力治理“断病根”

APP广告风险让你的手机变“手雷” B

C

7月9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钟子号卫星星座
02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79次
飞行。 新华社发

我国成功发射
钟子号卫星星座02组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