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11月12日

累计有超210万户投资者

预约开通北交所合格投资者权限

开市后合计可参与北交所交易的投资者

超400万户
共有112家证券公司

获得会员资格成为北交所正式会员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制图/陈海冰

自9月2日宣布设立北交所以来

新三板精选层审查发行工作正常开展
北交所12日宣布
北交所定于11月15日开市

存量精选层公司平移至北交所
上市的相关流程已履行完毕

已完成公开发行等程序的企
业将直接在北交所上市

71家10家

届时81家公司
将成为北交所首批上市公司

11月12日

北交所还发布了北交所自律规
则体系下的6件业务规则

自2021年11月15日起施行

北京证券交易所定于11月15日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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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海南电网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不慎遗失14台电梯产品合格证，
编号分别为：E-07-L9401-5、E-
07-L9402-6、E-X6-E0205-4、
E- X6- E0201- 0、E- X6-
E0202- 1、E- X6- E0204- 3、
Y0608635、E-X6-E0203-2、E-
XZ-V4404- 4、3010460100200
4110020、301046010020041100
21、E- XZ- V4401- 1、E- XZ-
V4403-3、E-XZ-V4402-2，特
此声明。

●谭学志不慎遗失由鑫景亮公司
开具恩祥北大华府A区房号9-
2-2404房签署的装修协议与收据
一份，现声明作废。

●中国共产党海口市秀英区海秀

街道长秀社区支部委员会公章破

损，特此声明。

●万宁市礼纪镇育培幼儿园遗失

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陈利不慎遗失文昌春良实业有

限公司天域华府二期1栋2单元

1404房的收据（收据金额为9131

元整），收据号为No18316537，声

明作废。

●严平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第

469005202100023号，特此声明。

●严平遗失座落于清澜开发区林

化小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文国用（2000）字第 W0300071

号，特此声明。

●海南鑫孚瑞运输有限公司遗失

一枚财务章，声明作废。

●琼海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遗

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68872774285812L，声 明 作

废。

●海南定安广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遗失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安塔岭新区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11875702,声明作

废。

●儋州那大香车经典汽车美容养

护中心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

作废。

认领公告
目前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综
合建设服务中心（原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清理
历年债权债务，发现尚有债权人黄
世权（14.57万元）、朱毅辉（0.91万
元）无法联系，现要求黄世权、朱毅
辉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
向我中心提供项目资料（合同、验
收清单、支付凭证）、合法有效证明
文件进行认领，逾期无人认领的，
将按无主财物依法处理。
联系人：符芳军；
联系电话:0898-83668946。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综合建
设服务中心

2021年11月12日

注销公告
三亚国康实业公司拟向三亚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临高英豪学校申请注销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证书，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校办理相

关事宜。

●海南绿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MRLY8W）遗失
东风本田艾力绅牌（ELYSIOND
HW6499R9HEV）车辆合格证原
件 一 份 ， 合 格 证 号 ：
WAC335004077411，车 架 号 ：
LVHRR985XL5037638，声明作
废。
●邹全宇遗失海南华航房地产有
限公司2021年9月25日开具（房
号：1幢1单元203房）购房收据，
收据号：6008601，金额：10000
元，声明作废。
●林仲攀不慎遗失昌江通盛置业
有限公司开具的税款收据一张，编
号4003733，金额16026元，特此
声明。
●昌江县叉河镇红阳村七组村民
莫茂光遗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原 承 包 经 营 权 证 编 号 ：
469026101206070027J，原承包
经营权证流水号：011942，声明作
废。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大坡村委
会象塘下村二村民小组不慎遗失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410008463801，声明作废。
●王乙祥遗失位于万宁市万城镇
保定村委会第1小组的海南省乡
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证号:万城镇
乡字第(2019)0187号，声明作废。
●卢春雄不慎遗失座落于东方市
八所镇罗带村委会的土地证，证
号：东方集用（2012）第 116208
号，声明作废。

公 告
经我单位排查，广州龙达工程有限
公司、江西赣基集团工程有限公司
2家单位在我镇存有遗留应退未返
还投标保证金，经我单位多次催办
投标保证金返还事务，至今2家公
司仍未与工作人员联系办理，请上
述缴纳保证金单位自本公告之日
起十五天内向我单位提出投标保
证金退还书面申请并到我单位办
理返还手续。逾期未办理我镇将视
为放弃投标保证金。联系人：周先
生，电话：0898-83412033。
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人民政府

2021年11月11日

认婴公告
女婴，姓名不详，出

生约有 100 天，于

2021年10月2日在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

区铁路铁桥社区公交站处被捡

拾。婴（儿）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请于公告之日起60天内持有效证

件前来认领，逾期将被依法安置。

联系电话：66268012。 海口市社

会福利院 2021年11月12日

减资公告
我公司海南东宝实业有限公司（信
用代码：9115020323981329XR），
经公司股东决定，向公司登记机关
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陆仟
肆佰玖拾陆万玖仟陆佰元整
（6496.96万元）减少至人民币陆仟
壹佰万元整（6100万元），请债权
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向我公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请 求 ，特 此 公 告 。电 话 ：
13327196709，联系人：段莉萍。

海南东宝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3日

减资公告
海南科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000MA5TH8HH48)，拟向
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元减少
至人民币壹佰万元，原债权债务不
变，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海南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

号码：08715925，金额：68000.00

元，现声明作废。

●海南文昌广艺时尚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澄迈分公司（注册号：

469027000052083）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静不慎遗失东方广华实业有

限公司收款证明收据5张，房号：

东方碧海云天小区H6栋205房，

收据编号为DF：0001807，金额:

20000 元整；收据编号为 DF：

0001810，金额：100000元整；收

据编号为 DF：0001815，金额：

55825 元 整 ；收 据 编 号 为 DF：

0001825，金额：3875元整；收据

编号为DF：0002285，金额：3元

整，特此声明作废。

●范亚香遗失坐落于海口市白坡

里226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

号：19344，声明作废。

●琼山市人民银行金店遗失公章；

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号：

90142885-6，声明作废。

●张玉聪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证

书 编 码:

19984611046002719541020763

6，声明作废。

●张玉聪遗失医师执业证书，证书

编码:027541020763，声明作废。

典 当

公 告

遗 失

减资注销
认婴公告
男婴，姓名不详，出

生约有1天，于2017

年 3月 28日在海口

市秀英区长流镇美

德村路口边被捡拾。婴（儿）生父

母或其他监护人请于公告之日起

60天内持有效证件前来认领，逾

期将被依法安置。联系电话：

66268012 海口市社会福利院

2021年11月12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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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站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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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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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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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项目合作
万宁兴隆零售商业土地，合作开发
或转让部分股权。13158995996。

项目合作

土地转让
澄迈县永发镇30多亩临街商住用

地，交通便利，产权清晰，低价转

让。联系电话：18976733338

商铺转让
海口明珠广场3000平方米经营商

铺，成熟商圈,完善的业态配套,现低

价转让。联系电话：18876733633

转 让

专业管道清淤检测修复
化粪池污水池清理13518074688

管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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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热线：66810888

招标公告
昌江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拟建的昌江县十月田镇

畜牧场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施工、监理，建设地点：昌江县十月田镇。
施工投标人资格要求：具有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
质。监理投标人资格要求：具备住建部颁发的工程监理水利水电工
程专业丙级（含丙级）以上资质或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专

业丙级（含丙级）以上资质。报名时间：2021年11月10日18时35分
至2021年11月17日17时30分，从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海南省）
（http://zw.hainan.gov.cn/ggzy/）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
价500元（开标现场缴纳）。施工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
12月2日8:30时，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口市国兴
大道9号）205开标室。监理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2
月2日9:30时，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口市国兴大
道9号）207开标室。联系人：熊工，电话：0898-68533821。

新华社广州11月12日电（记者
李雄鹰）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作出
一审判决，责令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因年报等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证券
投资者损失24.59亿元，原董事长、总
经理马兴田及5名直接责任人员、正
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及直接责任人
员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13名相
关责任人员按过错程度承担部分连
带赔偿责任。

2020年 5月 13日，因康美药业
在年报和半年报中存在虚假记载和
重大遗漏，中国证监会对该公司和
21名责任人作出罚款和市场禁入的
行政处罚决定。今年2月18日，中国

证监会又对负责康美药业财务审计
的正中珠江会计所和相关责任人员
进行了行政处罚。4月8日，中证中
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受
部分证券投资者的特别授权，向广州
中院申请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经
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广州中院适
用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对这起全国
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进行了公开开
庭审理。

法院查明，康美药业披露的年度
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增营业
收入、利息收入及营业利润，虚增货币
资金和未按规定披露股东及其关联方
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情况，
正中珠江会计所出具的财务报表审计
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均构成证券虚假
陈述行为。经专业机构评估，投资者
实际损失为24.59亿元。

法院认为，康美药业在上市公司

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进行虚假陈
述，造成了证券投资者投资损失，应承
担赔偿责任。马兴田、许冬瑾等组织
策划财务造假，应对投资者实际损失
承担全部连带赔偿责任。正中珠江相
关审计人员违反执业准则，导致财务
造假未被审计发现，应承担全部连带
赔偿责任。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虽
未直接参与造假，但签字确认财务报
告真实性，应根据过失大小承担部分

连带赔偿责任。
根据证券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

司法解释的规定，中证中小投资者服
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作为5.5万余名
投资者的特别代表人参加集体诉讼。
法庭委托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
限责任公司对原告投资损失及其他风
险因素等进行测算，并组织当事人进
行质证。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证券投
资者代表及新闻记者旁听了案件审理
和宣判。

在证券侵权民事诉讼中适用特别
代表人制度，有利于保护中小证券投
资者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加大证
券市场秩序司法保护的重要措施。

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宣判

康美被责令赔偿24.59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记者彭韵佳）
为期三天的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谈判在京
落下帷幕，最终结果有望于11月底公布。国家医
保局发布的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
初步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显示，今年共有
271个药品通过初步形式审查，其中2016年以后
新上市的药品占93.02%。

据国家医保局最新消息，作为中国首款
CAR-T细胞治疗产品，药款价值超百万元的阿
基仑赛注射液于今年6月刚刚获批，虽然出现在
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通过初步形式审
查的申报药品名单中，但并未进入医保目录谈判
环节。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价格较为昂贵
的药品通过了初步形式审查，仅表示经初步审核
该药品符合申报条件，获得了进入下一个调整环
节的资格。按照《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工作方案》要求，目录调整包括准备、申报、评审、
谈判、公布结果等多个阶段。这类药品最终能否
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还要接受包括经济性等
方面的严格评审，独家药品还要经过价格谈判。

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水平特别是城
乡居民医保的筹资水平较低，从现阶段医保制度
整体发展状况、群众疾病治疗需求以及医疗保险
基金筹资水平和抗风险能力来看，当前基本医疗
保险制度主要立足于为群众提供基本疾病治疗保
障，着力满足群众基本医疗需求。

在历次药品目录调整中，国家医保局始终牢
牢把握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重点将临
床价值高、价格合理、能够满足基本医疗需求的药
品纳入目录。自2000年起，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已
先后经过6次调整，目录内药品数量从1535个增
加到2800个，优化医保目录结构的同时，也进一
步扩大了医疗保障范围。

2021年国家医保
药品目录谈判结果
有望11月底公布

湖南长沙：

智慧医养打通
医护上门“最后一公里”

11月12日，医务人员彭永（左）、刘敏给居家
老人做理疗。

近年来，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果园镇卫生院开
展智慧医养项目，为辖区老年人特别是失能、半失能
人群提供医护上门服务。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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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
神述评》一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该书精选精编新华社采写播发的相关报道
而成。全书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
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

的百年奋斗主题”“四个伟大成就：中华民族几千
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
产党的精神之源”“‘九个必须’：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的行动指南”五个专题和结语。书中还配有
新华社播发的图片、图表数十幅，并根据具体内
容设计了“域外声音”“学者观点”等板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述评》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1月12日同卢旺达总统卡
加梅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建交半个世纪以来，
中卢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传统友谊历

久弥坚。近年来，两国友好合作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日益深化，
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中卢守望相助、携手抗疫，展
现出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卢关系
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
周年和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会议为契
机，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共建“一带一
路”等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友好合作

关系不断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卡加梅在贺电中表示，建交以来，

双方友谊不断巩固，友好合作关系持
续深化，这深深根植于双方所秉持的
相互尊重、团结互助和互利共赢的共

同理念。中方通过中非合作论坛、“一
带一路”倡议等多个平台向卢旺达提
供支持，对卢旺达国家转型进程发挥
了重要积极作用，卢方将继续坚定拓
展和加强两国各领域友好合作。

习近平同卢旺达总统卡加梅
就中卢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