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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品 水果 蔬菜 鲜肉 海鲜
调料 干货 酒水 美食 超市

1.餐饮行业微信采购专业食品食材，
市内2小时配送，省内第二天送达
2.欢迎各区域商家入驻，入驻费
1000元，月租300元/月
咨询:0898-63333033

微信——生鲜冻品市场——搜索 购买

批发：

生鲜冻品市场二维码

百业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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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婚交友

招标公告

欢 迎欢 迎
在本栏目在本栏目
刊登广告刊登广告

寻人启事

周年庆：公司注册含章266元
免费记账半年！18289366222

临街铺面转让或出租
府城市内，600平米，转让费面谈。林先生：18976241501

秀英区仓库招租，10000m2

15338994352, 13807635355

社区招聘护士
18789700958

6台中巴车打包转让招标公告
思福租赁整体打包转让中巴车

（丰田考斯特5+金龙中巴1），公开招
标，诚邀意向购买的单位/个人投标
竞价，报名截止日期7月12日前。
联系电话：66531091（陈先生）

遗失声明
乐东尖峰天精金银首饰店遗失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4690336011098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潭门大洋贝壳工艺厂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一本，注册号
469002600047828，特此声明。

攻克中高考
对准考纲，因材施教，一对一，小
班，暑假强化训练！13687503268

某小学诚聘生活老师若干名
女性，身心健康，年龄55岁以下，薪酬面
议。有意者联系钟老师 13617526457

遗失声明
屯昌五丰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银行开户许可证

遗失，核准号：J6410023655601，机构信用代码证遗
失，代码：G1046902202365560S，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五指山卡奇蛋糕坊分店遗失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纳 税 识 别 号 ：
4600331990117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秀英金鸿源机械加工厂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5MA5T2HXMX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五指山吴悟海猪肉摊遗失通用机打平推

式发票3张，票号：08304851—08304853，发
票代码：146001410202，声明作废。

初三高三考中后收费
一对一 全日制 暑期托管
培优小班 13976996417

遗失声明
刘娜遗失海南中升之星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意向金收据（10000元）
编号为00040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吴锋遗失海南中升之星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意向金收据（10000元）
编号为00035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珍珍遗失海南中升之星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意向金收据（40000
元）编号为0008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珍珍遗失海南中升之星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车款收据（42530元）
编号为00062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盛雷遗失儋州大成陈盛雷

物流配送站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69003600240772，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屯 昌 东 奥 养 鸡 专 业 合 作 社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469026NA000281X，拟向海南省屯昌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后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遗失声明
吴达遗失儋州东成吴达物流

配送站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036003057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国胜遗失南骏牌货车琼

C32580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690256000060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琼海市嘉积新境界理发店不慎遗失税务登记正、副

本，编号为460023197101284412F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积桃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4600331982100839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福山乡村美食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号码：231026197012285226，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因公司业务清算，寻人：张克

亮，身份证号：370303580430351
见报日起15天内到本公司召开会
议办理相关事宜。

龙华区思达圆婚介
狗年有缘千里来相会，云姐多年婚介经验为你牵线
成功率高，每周六派对。
龙华路椰树集团厂门旁 66500706 18976082986

遗失声明
琼海世华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丢失三份三联

收据，编号为:17204939、17204940、17205527，
每份红色联盖有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秀英方福荣津美餐厅遗失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105MA5RYRJ35R，声明作废。

海秀路金牛新村房屋一套
联系电话：付先生13808837196

陈先生0755-82418189

招
租

注销公告
屯昌琼花淡水养殖专业合作社拟向屯昌县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据新华社电 备 受 关 注 的 陕 西 米 脂
“4·27”杀害学生案件 10 日上午在榆林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被告人
赵泽伟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赵泽伟因工作、
生活不顺而心生怨恨，自认为系米脂县第三
中学就读初中时，受同学嘲笑致其心理受挫，
遂对初中同学产生报复泄愤恶念。2018年3

月底至4月初，赵泽伟先后在网上购买刀具五
把，预谋作案。因未找到同学，赵泽伟将报复
目标转为米脂三中在读学生。2018年4月27
日17时许，被告人赵泽伟携带事先准备好的
三把刀具，行至米脂县北门洞附近等候米脂
三中学生放学，对涌入北门洞东侧的城隍庙
巷的学生行凶，致豆某某等九人死亡；姬某某
等四人重伤；姜某某等七人轻伤；刘某在避险
中致脚右足骨折为轻微伤。赵泽伟被闻讯赶

来的三中教师、保安、学生制服，并移交出警
公安人员。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泽伟犯罪动机
卑劣、犯罪目标明确，杀人手段特别凶残，犯
罪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性巨大。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
四条之规定，以被告人赵泽伟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泽伟当庭
表示上诉。

A股延续升势，周期发力

中报行情开启？
昨日A股延续前一交易日升势，但反弹力

度明显减弱。上证综指盘中险些跌破2800点
整数位，最终与深证成指同步录得近0.5%的温
和涨幅。

继前日普涨之后，昨日，主要股指小幅上
扬，围绕平盘线整固，尾盘震荡收红。其中上证
指数全日在2800点上方盘整，创业板指数蓄势
上攻1600点整数关口。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 2827.63 点，涨
0.44%；深证成指报9205.43点，涨0.49%；创业
板指数报1592.98点，涨0.70%；中小板指数报
6389.77点，涨0.70%。

沪深两市延续涨多跌少格局，不过下跌品
种总数增至近900只。

盘面上，建材、石油石化、有色金属、交通运
输、钢铁、房地产等周期板块表现出色，相关指
数居于中信一级行业指数涨幅榜前列。分析人
士指出，周期板块经过前期调整之后，存在向上
修复要求，安全边际较高，容易获得喜好低位布
局资金的青睐。申万宏源证券指出，7月份市
场有望出现反弹，而7月份是周期板块受到阻
力较小的时间窗口，周期板块反弹可期。从已
公布的上市公司中期业绩预告来看，煤炭、化
工、钢铁、石油采掘等受益于供给侧改革的中上
游周期行业业绩保持着较高增速。

中报业绩方面，7月10日，A股正式进入
2018年中报披露期，而中报行情历来是A股市
场的重头戏码。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挖掘低估
值绩优股成为投资者规避风险和获取收益的重
要投资主线，而业绩大幅增长甚至超预期增长
的个股成为资金布局的重要依据。 综合

陕西米脂“4·27”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一审被判死刑
持刀袭击中学生致9死11伤

伴随着急促的警报声，一辆消防车“顶开”
两辆违停堵塞消防通道的私家车，往火灾现场
驶去。

9日上午，四川省南充城区顺庆区某小区
一栋高层住宅楼的25层发生火灾。接到报
警后，消防部门随即派 4 辆消防车前往处
置。但在赶往现场途中，消防车出入的唯一
通道被大量违停私家车堵塞，救援车辆根本
无法通过。

当时消防官兵及执勤交警大声喊话通知
车主挪车。其间有车主陆续赶来挪车，但现场
仍有违停的私家车未挪开，通道依然狭窄，消
防车要开过去，必须穿过十分狭小的“S形空

隙”。在消防车陆续通过空隙时，一辆长8.7
米、宽2.5米、带吊臂的抢险救援车，无法正常
通过，左侧剐蹭了一辆红色尼桑轿车，导致后
者前方保险杠脱落，右侧又碰上了另一辆停在
路边的小车。因为擦剐，两辆车的位置都发生
了移动。随后，消防车顺利驶出。

现场设有警示标志牌明示“该通道为消防
通道，门前禁止停车”。

南充交警相关负责人说：“私家车违停占
用了消防通道，消防车为了紧急抢险，可以强
制推离。”此次并不属于交通事故，交警部门不
会为受损车辆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交强险不
会为违停受损车辆进行赔付。 北晚

消防车顶开违停车 不属于交通事故，
违停车主无法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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