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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个人刊登求职、家教等广告

广告热线：13876786958
以下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依据，如

有纠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恕不负责。

物流搬家
▲双吉搬家 价低服务好 13637562576

欢 迎欢 迎
在本栏目在本栏目
刊登广告刊登广告

百业商情

招生·培训
海南伊万职业培训学校
挖掘机、叉车、铲车培训
火热招生中，电话：13807596085

公 告

房 产
减资公告

海南正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000MA5TN9RF7T ，经股东大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
原来的伍佰万元减至伍拾万元，请债权人自公告
之日起30天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请求。逾期本
公司将依法减资，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海南农垦新进19队母猪繁育场升级
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公示

项目概况：海南农垦新牧种猪有限公司拟在海南省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黎母山镇阳江农场新进分场19队现有新进种猪繁育场项
目内投资建设海南农垦新进19队母猪繁育场升级改造项目，在原有
项目上进行升级改造，不新增占地。本项目预计最大年出栏仔猪4万
头，依托原有项目的猪舍以及配套设施。本项目主要为利用现有闲
置的猪舍增加猪只的养殖量以及对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
等。本项目猪舍清粪方式仍采用干清粪工艺。

报告网络查阅及公众意见表网址链接“http://www.eiabbs.
net/thread-393237-1-1.html”。可于该网站查询环评报告书全本。

征求意见公众范围：拟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公众。
公众提出意见方式和途径：将公众意见表以信函、电子邮件、信

访等方式提交给建设单位。
联系方式：18689809879
公示时间见报日期

海南农垦新牧种猪有限公司
2021年1月8日 遗失声明

公 示
葫芦娃集团美安儿童药智能制
造基地项目第二次信息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相关规定，需对“葫芦娃集团美安儿童药智能制
造基地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以便让社会公众了解项目情
况，同时也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建设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议和意见，接受
全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经

（1）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i_LuMhXboJUy77KxuqR_Q
提取码：hqrp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到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查阅纸质报告书。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高新区药谷工业园二期药谷四路8号
联系电话：13379900819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项目周边2.5km范围内的村庄、居民集中区、学校等敏感目标及
相关单位团体）。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本次征求的公众意见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议

和意见，请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wfZ4BFAq1RArSs62uBXpA
提取码：glp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

反馈给本公司，或以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形式反映与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单位名称：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高新区药谷工业园二期药谷四路8号
联系人：石伟
联系电话：13807627385
联系邮箱：516798661@qq.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2021年1

月5日~2021年1月20日。

中屋集装箱（海南）有限公司
租售集装箱、板房、围挡。
18876916858、18389513531

海口市中心独栋商业楼出售
18876735462

遗失声明
廖国伟不慎遗失海南琼海职工卫

生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书证，证书登
记号为：010，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坚朋（460031199109206813）,王位秋（460036199309240049）,
遗失海南鼎圣置业有限公司海口永和花园A2-1-2302收据编号:
0018630、金额:20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传君遗失就业失业登记证，证

号：4601000019008175，声明作废。

正规一房一厅送一储物间低价出售52万
17848141431陈先生

公 告
乐 东 隆 陶 盎 生 态 种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

93469033MA5T5LJQ0M经股东会决议，经 80%
以上的股东同意，将罗露飞的股份移出本社，因本人
不到场，经股东一致同意，解除罗露飞在本社所有权
利含股份，如有异议，请于2021年1月15日前与股
东成员联系，否则本社成员将执行股东权利。

受贿8552万元
国开行原董事长胡怀邦

一审被判无期
据新华社电 2021年1月7日上午，河

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国家开
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受贿一
案，对被告人胡怀邦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对胡怀邦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
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胡怀邦当庭表示
服判，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9年至2019年，被告
人胡怀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本
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企业和
个人，在获取银行贷款、企业经营、职务晋
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其特
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8552万余元。

A股主要股指继续走
高，两市成交再破万亿元

沪指“六连阳”
昨日，两市开盘后震荡分化，沪指展

开窄幅震荡，而创业板指一度跌近 1%。
午后证券、保险等权重板块走低，三大股
指回落翻绿。临近盘尾，两市再度拉升翻
红，沪深 300、上证 50 指数均创阶段新
高，沪指走出“六连阳”。两市成交同步
放大，总量再度突破 1.2 万亿元，较前一
交易日有所放大。

截至收盘，沪指报 3576.20 点，涨幅
0.71%，成交额 5457.1 亿元；深成指报
15356.40点，涨幅1.11%，成交额6707.95
亿 元 ；创 业 板 指 报 3162.40 点 ，涨 幅
1.52%。科创50指数继续表现疲弱，大跌
2.34%，以1381.94点报收。

盘面上，旅游综合、稀有金属、渔业、黄
金、电源设备等板块领涨；农业综合、公交、
装修装饰、动物保健、纺织制造等板块跌幅
居前。

个股方面，784只个股上涨，3295只个
股下跌。 综合

漏电、接触不良，皮肤被烫伤，“货不对板”……

家用抗老美容仪
“黑科技”还是“忽悠术”

据新华社电 提拉紧
致、改善肤质、促进胶原蛋
白生成……网络社交平台
上，动辄数千元、打着“黑
科技”旗号的家用美容仪，
在明星、网红纷纷代言下，
俨然成为抗老神器。

相关市场调查显示，
家用美容仪销量在国内市
场增长迅猛。不少知名家
电品牌、小家电生产企业
也纷纷涉足。2019年，仅
淘宝天猫平台美容美体类
仪器销售额就达 114 亿
元。2020 年“双十二”期
间，淘宝平台上家用美容
仪成交近25万单。

那么，这类仪器的安
全性能如何？美容效果到
底如何？

“射频、导入、红蓝光照射多功能合一”“不
用去美容院，就能把医美技术搬回家”……网络
社交平台上，推荐美容仪的视频、网文数不胜
数，令人眼花缭乱。

记者在各大网购平台上看到，不少家用美
容仪在广告宣传上都标榜效果堪比“院线级”，

“3分钟提拉V脸”“6分钟打造水光肌”……一款
射频美容仪的店铺销售表示，产品光源和医疗
美容医院里的设备是一样的，家用完全够了。

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号称“黑科技”的家
用美容仪，价格从上百元到上万元不等。主要
分为以下几类：

光电加热类。包括射频、激光等。通过加
热皮肤，刺激胶原再生，达到紧致肌肤、改善松
弛下垂的效果；导入导出类。电离子美容仪器
功效在于先清除毛孔的污物，再促进营养物质
的吸收；促进代谢类。又称之为微电流美容仪，

促进细胞新陈代谢，增加皮肤细胞活力，达到美
肤效果；消炎、修复类。例如红蓝光，蓝光杀菌、
红光帮助受损肌肤恢复。

“这些技术广泛应用于医学美容，从原理上
来说没有问题。但这类家用设备，比较小巧，能量、
效果肯定和医用设备有差别，不可能立竿见影。”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慕彰磊说。

此外，有的家用美容仪与广告宣传“货不对
板”。慕彰磊说，有的产品采用的是促进皮肤新
陈代谢的微电流技术，却宣称可以“提拉紧致、
放大双眼”；有的产品明明只有单一功能却被

“赋予”多重功效，比如采用的是消炎修复的红
蓝光技术，却声称也可以“抗皱淡纹”。

“家用美容仪正处于消费风口，但产品质量
良莠不齐，多数企业都没有经过科学的临床试
验就跟风生产，在广告中夸大宣传。”中山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皮肤科主任赖维说。

价格不菲，“看上去很美”

记者调查发现，家用美容仪出现的问题主
要包括：

——皮肤过敏。趁着“双十二”打折，30多
岁的李女士跟着闺蜜购买了一款射频美容仪。
用过不久面部、颈部便出现了发红发烫的症
状。经医生诊断为接触性皮炎。李女士表示，
从前没有过敏史，平常用化妆品也很少过敏。

在第三方投诉平台上，使用家用美容仪导
致皮肤过敏的投诉层出不穷。

赖维表示，也有部分患者因使用超声波洁
面仪导致皮肤角质层破坏受损。

——漏电、接触不良。消费者张女士反映，
2019年3月，她在网店购买了一台售价3868元
的美容仪，商家承诺两年质保，但不到一年就出
现电源线跟机器连接的地方接触不良的问题；
另有消费者购买美容仪不到一年时间，美容仪
接触面部操作时经常漏电，平台及商家均以过
了退货期为由不予退款或换货。

——皮肤被烫伤。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整
形美容激光中心主任医师张云松说，家用型美
容设备的温度超过46摄氏度时，人体表皮层可
能受到损伤。合格的产品有保护措施，达到一
定温度时可以自动停止升温，但如果没有保护
措施，温度继续升高就可能造成烫伤。

还有一些家用美容仪假冒伪劣、粗制滥
造。记者在电商平台上调查发现，部分家用美
容仪无厂名、厂址等信息。消费者钟某在天猫
商城旗舰店购买了某品牌超声波离子洁肤仪，
产品网页上显示该洁肤仪具有“祛除死皮、美白
祛痘、祛除皱纹”等功效，然而消费者购买到的
产品外包装和实物本身均无厂名、厂址等信息。

不少美容仪销售商自贴包装“以假乱真”。
北京某科技公司将香港进口的一款美容仪擅自
贴上其公司自制的“进口自以色列”标签；几家
网店在销售泰国某品牌美容仪时，未经他人同
意擅自使用知名艺人的照片进行商业宣传。

市场“风”大“水”浑，劣质产品存安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