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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身份”保护机制缺失逐渐得到弥补

“裁决+调解”首次运用资本市场

珠海市天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你公司员工伍海东于2017年4月10日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称其于

2017年3月4日11时30分，在公司试工操作机器时，不慎被机器压伤右手拇指。
补正材料已于2017年12月28日收齐，我局已于2017年12月28日予以受理。
因无法联系你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伍海东申报的工伤认定案件《调查
（举证）询问通知书》。

请你公司于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珠海市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伤认定窗口领取《调查（举证）询问通知书》（金人社工询字〔2018〕0003号），逾
期视为送达。

逾期不执行上述要求，隐瞒事实真相或提供虚假资料的，我局将依法给予处
理，并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

特此公告
珠海市金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系地址：珠海市金湾区西湖城区德成路金湾区行政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756-7263791

公告送达工伤《调查（举证）询问通知书》
现有原房产权利人杨勇就其

名下坐落于香洲区翠微东路19号
龙安苑1栋2单元701房的房地产
权 证（证 号 为 粤 房 地 证 字 第
0100327512号），向我中心提出遗
失（灭失）补发申请，根据《珠海市
房地产登记条例》第四十四条规
定，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三个月内将书
面异议材料送达至我中心，期满无
异议，原证作废，我中心将核准补
发新的权利证书。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1月8日

补发公告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广东省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建
筑区划内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
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现李
镇淑向我中心申请办理其于2017
年向珠海经济特区住宅有限公司购
买，位于香洲区迎宾北路1422号5、
10栋地下室085车位的房地产权登
记。李镇淑非本小区业主，根据《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
七条第五款及《房屋登记办法》第七
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予公告。有异
议者请自登报公告之日起10日内
将书面材料送达我中心。逾期，我
中心将予以登记。
特此公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0一八年一月十日

公 告
根据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2016)粤 0402执 10255号协助执
行 通 知 书 及 (2016) 粤 0402 执
1025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注
销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
在原产权人林少忠位于金湾区三灶
镇民乐路106号房地产设定的抵押
（他项权证号：0200018340 号）。
现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上述房地产
他项权证声明作废。

特此通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7年12月11日

（金湾）通 告

《物权法》第七十四条、《广东省
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建
筑区划内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
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现梁
维享向我中心申请办理其于2017
年珠海景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
买，位于斗门区湖心路1288号地下
室A200房地产权登记。梁维享和
妻子罗惠萍为本小区业主但超过3
个车位，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七
条第二款及《珠海市房地产登记条
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有异议者请自登报公告之日起10日
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我中心。逾期，
我中心将予以登记。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0一七年十二月四日

公 告

我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庆华，

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擅自离

职，经公司股东会决定：免除其

所有职务，予以开除，其在外的

一切活动均与我公司无关。

广东低碳互联网金融有限公司
2018年1月9日

通 告
珠海市侏罗纪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注册号：440400000016778，公
司自2018年1月11日起停止经营，
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声明之日起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权，
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
后，本公司将向登记机关依法申请
注销登记。

注销声明
珠海市泰辰按揭代理有限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40400MA4UJU6X53，于 2017
年9月18日在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清算组备案，备案号：香洲备
通内字【2017】第 zh17091800205
号。现公司股东决议决定撤销原清
算组备案，公司停止清算，恢复经营
活动。特此声明。

撤销注销声明
公 告 根据(2016)粤0402执7372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原产权人

周甜甜名下座落于香洲区香洲柠溪路71号（鸿泰溪城花园）1栋1单元1003房
（权证号码：粤房地证字第0100233805号）已裁定过户。并裁定注销抵押权人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及梁启聪对该房地产的抵押登记（他项权证号码：
粤房地他项权证珠字第0100132386、0100186955号）。限原产权人及抵押权人
自本通告登报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房地产权证书及房地产他项权利证书交回我
中心。逾期不交，上述房地产权证及房地产他项权利证书声明作废。

特此通告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二O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通 告

我局已作出（珠拱）检决[2017]
0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梁顺远案），
上述文书正本已于今日在我局拱北
办事处公告栏张贴，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18年1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珠海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公告

据新华社上海1月12日电
周五，A股再现分化走势。沪指
继续保持红盘，深市则再度小幅
回调，其中创业板指跌幅逾1%。

当日上证综指以3423.88点
小幅低开，全天围绕前一交易日
收盘点位窄幅波动。盘中沪指
摸高 3435.42 点，探低 3417.98
点，尾盘收报 3428.94 点，较前

一交易日涨 3.60 点，涨幅为
0.11%。深证成指收报11461.99
点，跌2.21点，跌幅为0.02%。创
业板指跌 1.03%，收报 1785.71
点。中小板指收报7755.69点，
跌幅为0.33%。沪深两市1000
多只交易品种上涨，远少于下跌
数量。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
股，两市30多只个股涨停。

在A股市场上，中小投资
者因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多年来一直是上市公司治理水
平落后和市场违法行为猖獗的
主要受害者。随着“股东身份”
特殊保护机制缺失逐渐得到弥
补，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

行权：替小散“发声”

2017年1月25日，七次重
组失败的ST慧球召开临时股东
大会，对第一大股东提名的全部
候选董监事进行审议表决。

一位持有100股ST慧球
股票的特殊“股东”现身大会并
高调发问：候选董事为谁服务、
对谁负责？是否真心实意经
营？前任“董监高”给公司和股
东带来巨大损失，候选董监事
是否准备维权，采用何种方式
维权？

这位“特殊股东”正是成立
于2014年的中证中小投资者
服务中心。作为由证监会直接
管理的证券金融类公益机构，
投服中心顺理成章地成为替小
散们公开发声的“代言人”。

过去一年间，投服中心先
后向上市公司发送1256件股
东建议函，并多次展开集中行
权。上市公司章程中的不当

“反收购”条款、投票制度、分红制
度，以及年度报告、重大资产重
组、公司治理规范性、投票机制、
高送转配套股东减持……中小投
资者关心的热点，都成为股民“代
言人”关注的重点。

维权：向“首恶”追偿

“判决鲜言等责任人赔偿投资
者损失合计233.89万元。”2017
年5月1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对匹凸匹金融信息服
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原多伦股
份）及实控人鲜言等证券虚假陈述
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A股历史
上首例证券支持诉讼，以14位中
小投资者胜诉画上句号。

作为中小投资者“代言”机制
的另一重要内容，由投服中心接
受委托提起的证券支持诉讼，正
尝试破解困扰证券市场已久的

“维权难”困境。
一年多来，投服中心共提起

7例证券支持诉讼，代表中小投
资者向有关侵权责任主体索赔
4000余万元。包括匹凸匹案在
内，目前已有3起案件胜诉，部分
中小投资者获全额赔偿，4起正
在诉讼中的案件进展顺利。

以往虚假陈述等违规侵权诉
讼案例中，上市公司往往是唯一

被告，实控人或高管至多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惩戒与警示效
果十分有限。“即使部分股民从
上市公司获得了赔偿，承担损
失的还是全体股东。”上海股民
郑莘说，这相当于“把板子打在
了自己身上”。

自匹凸匹案起，“维权对
象”由上市公司转向直接责任
人，首次以司法案例的形式明
确直接责任人的首要赔偿责
任。在法律界和证券界人士看
来，实现向“首恶”的精准追偿，
是证券市场民事责任追究机制
的一大进步。

调解：当好“和事佬”

2015年12月，投资者李某
通过远程在线方式在某证券公
司开通了证券账户和新三板交
易权限。之后，李某在新三板
股票交易中遭受较大损失。李
某认为，证券公司为其开通了
新三板交易权限，并不符合相
关条件，遂以证券公司未执行
新三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
为由，向投服中心申请调解，要
求证券公司赔偿其投资损失。

在几经调解未能达成和解
的背景下，经投资者申请和证
券公司授权，2017年 12月投

服中心对此案启动了开庭裁决
程序。裁决庭由退休法官、资
深律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业务专家组成，依序组
织进行了庭前申诉答辩、庭审
质证、庭审调查及当事人辩论
等程序。

庭审结束后，鉴于双方当
事人对于各自的过错和责任均
有一定认识，且表达出和解意
向，裁决庭以庭后调解方式提
出中立调解方案，促成双方当
场达成调解协议，由证券公司
按照其所承担的过错比例作出
相应赔偿。经法院裁定上述调
解协议生效后，这起纠纷已得
到妥善化解。

在投服中心总经理徐明看
来，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大量涉
及中小投资者的纠纷，若缺乏
经济、便捷、权威、有效的纠纷
解决途径，可能令公众投资信
心受到打击，也会刺激不法市
场经营主体“故技重施”。“裁
决+调解”模式解决纠纷在本
土资本市场的首次运用，也为
证券期货纠纷化解在诉讼、仲
裁、传统调解之外找到了一条
新途径，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
的实践样本。
据新华社上海1月12日电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 陈新
年报道：12日，董明珠以珠海女
企业家协会会长身份现身珠海
百货广场有限公司新春联谊
会，她表示，在互联网时代，实
体商场更要巧用大数据，为消费
者提供最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12日上午，珠海百货广场
有限公司在长隆酒店举行
2018年新春联谊会，答谢多年
合作的伙伴和表现突出的优秀
员工。同时，为帮助珠海自闭
症儿童青少年早日康复，珠海
百货广场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婵
蘭代表公司为珠海市红十字会
捐款50万元人民币。

12时许，格力电器董事长
董明珠携同央视著名主持人陈
伟鸿现身联谊会现场，并以珠
海女企业家协会会长的身份，
与陈伟鸿一起客串了一把主持
人，陈伟鸿以现场对话的方式
采访了马婵蘭，引出了珠海百
货广场为何对公益事业情有独

钟的背后故事。
董明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实体
商场的经营确实受到了互联网
的冲击，但珠海百货广场以优
质的商品和满意的服务，赢得
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董明珠表示，未来实体商
场还是要在如何为消费者提
供优质的商品和满意的服务
上下功夫，但不能坐、等、靠，
要巧用大数据平台获取消费
者的喜好和习惯，为消费者提
供更好的互动和体验。

董明珠做客珠海百货广场新春联谊会

寄语实体商场要巧用大数据

董明珠（中）寄语实体商场要巧用大数据为消费者服务。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新华社北京1月 12日电
记者12日从工信部获悉，针对
近期媒体报道相关手机应用软
件存在侵犯用户个人隐私的问
题，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约
谈了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
司、蚂蚁金服集团公司（支付
宝）、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
司（今日头条），要求三家企业

立即进行整改。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

关负责人指出，三家企业均存
在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
则、使用目的告知不充分的情
况。

工信部已组织技术部门对
相关手机应用软件是否存在侵
犯用户个人隐私行为进行持续

监测，并将加强对互联网服务
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告知、账号
注销等环节的监督检查。一经
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查
处并向社会曝光。

三家企业表示将按照监管
部门要求对相关服务进行全面
排查，加强内部管理，完善产品
设计，认真整改。

手机APP疑侵犯隐私
工信部约谈百度、支付宝和今日头条

资讯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证
监会近日依法对5宗案件作出行
政处罚，其中包括：4宗内幕交易
案，1宗证券从业人员违法买卖
股票案。

4宗内幕交易案中，一是杨
某栋系博汇纸业定向增发及利润
分配事项这一内幕信息的知情
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林安
与杨某栋存在见面接触，聊天过
程中杨某栋提起博汇纸业可能会
增发，后林安控制使用其本人证
券账户和“刘某”账户买入“博汇
纸业”近77.6万股，获利约301万
元。林安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
法相关规定，山东证监局决定没
收林安违法所得约301万元，并
处以约301万元罚款。

二是黄某嵘系科达股份拟收
购多家公司股权这一内幕信息的
知情人。胡建东与黄某嵘关系密

切，在内幕信息公开前，胡建东控
制使用“胡某淑”等3个账户买入

“科达股份”超过84.3万股，没有
违法所得。胡建东的上述行为违
反了证券法相关规定，浙江证监
局决定对胡建东处以60万元罚
款。此外，新疆证监局处罚了刘
小萍内幕交易“新赛股份”案，浙
江证监局处罚了胡鸣一内幕交易

“钱江生化”案。
1宗证券从业人员违法买卖

股票案中，李大伟于2015年9月
1日至2017年2月8日期间担任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平
阳路证券营业部经理。从业期
间，李大伟操作“李某梅”“陈某
春”及“赵某松”账户交易股票，
没有违法所得。李大伟的上述
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相关规定，山
西证监局决定对李大伟处以10
万元罚款。

证监会对5宗案件
作出行政处罚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全球领先资产管理公司安本标准
投资的多名专家近日谈到，2018
年世界经济还将继续复苏，在各
类投资资产中，新兴市场公司债
券或将表现亮眼，值得关注。

安本标准投资这一判断是在
其日前举行的2018年全球市场
展望沟通会上作出的。该机构亚
太区投资产品专员部主管唐纳
德·阿姆斯塔特表示，新兴市场债
券规模在过去几年扩张非常快，
已经超过美国信用等级低于
BBB级的高收益债市场，投资回
报也比后者更佳。“作为投资者，

当前投资一些新兴市场公司债
券，能获得比同样评级的美国公
司债券高出15至100个基点的
收益。”唐纳德说。

除安本标准，此前如摩根大
通、高盛、汇丰环球等多家投资管
理公司均看好新兴市场债券，认
为其将受惠于世界经济继续向好
趋势，仍有较多投资机会。

此外，唐纳德认为当前投资者
对前沿市场政府发行的主权债研
究不足。“前沿市场是指一些比较
小的国家，如加纳、埃及、斯里兰卡
等。从历史数据来看，前沿市场主
权债回报较好，也值得关注。”

安本标准：

新兴市场债券或将表现亮眼

据新华社北京1月 12日
电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月11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我国汽车产销2901.54万辆和
2887.89万辆，同比增长3.19%
和3.0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
落11.27个百分点和10.61个
百分点。

2017年，汽车销量排名前
十位的企业依次是：上汽、东
风、一汽、长安、北汽、广汽、吉
利、长城、华晨和奇瑞。2017
年，上述十 家企业共销 售
2556.24 万辆，占汽车销售总
量的88.52%。

中汽协有关负责人表示，
2017年，我国汽车行业面临一
定的压力，一方面由于购置税
优惠幅度减小，乘用车市场在
2016年出现提前透支；另一方
面新能源汽车政策调整，对上
半年销售产生一定影响。

中汽协有关负责人预测，
2018年国内汽车市场或销售
2987万辆，预计增速为3%。

2017年汽车产销量回落

今年或继续放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