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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AXS13
材质：ABS
规格：20寸
市场价：598元
优购价：178元

型号：AXS13
材质：ABS
规格：24寸
市场价：695元
优购价：208元

型号：AXS106PC
材质：ABS+PC
规格：20寸
市场价：899元
优购价：270元

型号：AXS106PC
材质：ABS+PC
规格：28寸
市场价：1235元
优购价：370元

型号：AXSPK6007
材质：ABS+PC
规格：20寸
市场价：1295元
优购价：388元

型号：AXSPK6007
材质：ABS+PC
规格：24寸
市场价：1628元
优购价：488元

型号：AXS97PC
材质：ABS+PC
规格：20寸
市场价：798元
优购价：238元

型号：AXS97PC
材质：ABS+PC
规格：28寸
市场价：1128元
优购价：338元天然橡胶轮 铝合金边框 铝合金包角 TSA海关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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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报优购生活体验馆地址：和平中路413号报业传媒大厦辅楼（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旁） 公交线路：乘1路、33路至光华路和平路站下车，或乘坐2路、217路、225A路、225路至清凉寺站下（万都广场对面，江南农村商业银行向里200米）

活动日期：8月15日-16日（8:30-17:30）
咨询热线：86811851 400-928-9988

179元起品牌旅行箱 持续热卖中

凡购买任意款式箱包即可获赠价值38元的脚垫一块

喝水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事情，水的健康关乎我们身体的健康。
为了身体健康，更多的人开始追求更好的水源，寿村涌泉巴马水是
中国高端的矿泉水，也是备受消费者追捧的矿泉水。也许你会认
为，一瓶普通的矿泉水有什么好追捧的，但是能够受到人们的追捧，
巴马水必定有它的独特之处。

1.高含氧高活性 寿村涌泉水源
源自广西巴马，巴马独特的喀斯特熔
岩地貌具有高地磁磁化环境，造就了
高能态，高含氧的活性水。经常饮用，
可保持身体活性，提高免疫力。

2.天然弱碱性 环境和饮用水污
染，不良饮食习惯，工作生活压力大等
因素引起人体体液酸化，酸化体质是
万病之源，巴马水PH值与人体体液
的PH更为匹配，使机体保持弱碱性
状态，可有效抵制很多疾病的发生。

3.纯天然小分子团 人体细胞水
通道孔径为2纳米，直径小于2纳米
的小分子团水直接进入细胞内，极易
被人体吸收，输送营养物质，排出代
谢废物，中科院院士姚鼎山教授测得

巴马水小分子团指标为 64HZ-
83HZ，是巴马水重要的长寿原因。
纯天然的小分子团水一般由6-7个
分子水组成，直径小于2纳米，在适
合的人体饮用范围内。

4.均衡含有各种矿物质元素 寿
村涌泉巴马水均衡含有巴马岩石土
壤中人体长寿必须的稀有元素—锌、
硒、钾、钙、镁、锶和偏硅酸等，呈离子
态，易吸收。

5.低氧化还原电位 饮用水的氧
化还原电位越低，氧化物越少，水质
越好。寿村涌泉巴马水氧化还原电
位远低于城市自来水的平均值，还原
力极强，能清除人体内百变之源的自
由基，延缓人体细胞衰老，美容养颜。

喝水就喝

感恩大回馈

原价：320元/个
现价：239元/个

乌拉草 大号养生枕

乌拉草 婴儿枕
原价：48元/个
现价：38元/个

乌拉草 婴儿垫
原价：460元/个
现价：360元/个 原价：128元/组（3双） 现价：110元/组（3双）

AMZMAXAMZMAX 台湾防滑拖鞋台湾防滑拖鞋

原价：15元/瓶 现价：9.9元/瓶

菜根香酱菜根香酱 荣杞堂枸杞荣杞堂枸杞

原价：39元/袋 现价：20元/袋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4 日电 司法部近日印发《关于公
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对于进一步规范公证执业行为提
出明确要求。

为严肃公证执业纪律，规范公证执业行为，加强公证工
作管理，确保公证质量，通知提出了进一步具体规范公证执
业的五项措施：

一是不准为未查核真实身份的公证申请人办理公证。
公证机构、公证员应严格审查公证申请人的身份，未经证件
视读、单独谈话、交叉印证、身份证识别仪核验等程序，不得
办理公证。申请人使用临时身份证，公证员未到公安部门
核实的，不得受理公证申请。

二是不准办理非金融机构融资合同公证。在有关管理
办法出台之前，公证机构不得办理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之间及其相互之间的融资合同公证及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
证。

三是不准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公证。公证
机构、公证员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委托公证时，不得办理
一次性授权全部重要事项的委托公证，不得在公证书中设
定委托不可撤销、受托人代为收取售房款等内容。

四是不准办理具有担保性质的委托公证。公证机构、
公证员在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委托公证时，应当严格审
查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审查其与受托人是否具有亲属
关系，不得办理名为委托实为担保，或者可能存在担保性质
的委托公证。

五是不准未经实质审查出具公证书。公证机构、公证
员应当尽到更高标准的审查注意义务，不得片面依赖书面
证据材料而忽视沟通交流，不得只重程序合规而轻实体内
容审查。

司法部出台公证执业“五不准”：

不准为未查核身份的
公证申请人办理公证

继共享单车之后，作为共享经济
的新兴产物，共享汽车在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席卷而来，大
有爆发之势。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时尚、炫酷的共享汽车要顺利上路，
仍需迈过重重障碍，其中城市公共配
套能否及时跟上更是生死考验。

首先车牌就是重大考验。“我们
原 计 划 在 深 圳 投 放 10000 台 左
右。但是深圳市交委给不了我们那
么多车牌指标，我们就把计划缩减
到了 4000 台。”深圳市宝港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波说，发展共
享汽车，困难远比当初想象的多，目
前公司的“佰壹出行”项目争取到

900 个左右车牌，但是与已经缩
减的4000台投放计划相比，还是
有不小的差距。

与共享单车对应的共享汽
车，主要是指汽车分时租赁。根
据普华永道旗下的管理咨询机构
思略特发布的《2017 中国共享汽
车现状与趋势报告》，截至今年 7
月初，国内注册运营分时租赁的
企业达到 300 多家，车辆规模 3
万辆左右，其中投放车辆超过
500辆的23家企业，有15家成立
于 2015 年及以后，预计未来 5 年
汽 车 分 时 租 赁 市 场 将 以 超 过
50％的增幅继续发展。

共享汽车“爆发迹象”已经开始
显现，然而这些企业无一不面临着
汽车牌照、充电桩、停车位等城市公
共配套资源不足的问题，这给企业
带来新的挑战。

除了遭遇“车牌限量”，宝港能
源在停车场地上的推进也不乐观。

“我们原计划通过租赁的方式在深
圳各区再设置 200 多个停车场地，
但目前签约到位的只有30个左右，
推进比较缓慢。”另外，由于更契合
环保出行的理念、更具经济性，目前
市场上 90％以上的分时租赁汽车
为新能源汽车。而目前，新能源汽
车推广的关键问题——充电桩，在

国内的几乎所有城市，都还没
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地交通管理部门虽然都对共享
汽车持支持、鼓励的态度，但各
地都还未出台具体的扶持和管
理细则。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发
展中心副研究员李艳霞则认
为，虽然很多公共配套都是市
场倒逼的结果，但是面对共享
汽车初显的“爆发迹象”，政府
部门还是需要未雨绸缪，加强
车牌、停车位、充电桩等公共资
源的建设、调配、管理。

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副教授王雪同时表示，目前
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多数城市都面
临着停车资源紧张等问题，这些痛
点并不是共享汽车出现后才有，因
此 ，企 业 自 身 也 需 要 不 断 探 索、争
取，利用好现有资源，寻求与各方的
合作。

“我们还正在联系深圳所有的共
享单车企业，希望成立一个共享汽车
联盟。我们把各自的网点拿出来共
享，按照统一标准来收费，这样一方面
可以解决场地不足问题，另一方面也
能减少企业的营运成本。”吴波说。

据新华社深圳8月14日电

车牌、停车位、充电桩不够——

共享汽车考验城市公共配套

据新华社海口 8 月 14 日电（记者夏冠男） 海南省公
安厅 14 日上午通报称，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海南
省公安机关依法对“善心汇”非法传销组织主要成员王
某、祝某莉、李某、黄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犯
罪问题进行查处。王某、祝某莉、李某、黄某等 4 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拘留等强制措施。目前案件还在
进一步侦办中。

经查，2013 年 5 月，张天明（男，42 岁，该案组织者、策
划者）在深圳市注册成立深圳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2016 年 5 月 27 日，张天明等人在保亭县注册成立海
南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6 年 5 月 28 日起，张天
明等人打着“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的口号，借助互联网平
台、对外虚假宣传，冒用保亭县扶贫办、保亭县共青团名
义，以收取注册费、以高额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为诱饵，
大肆发展会员，涉及人数众多、资金量巨大，涉嫌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犯罪。

海南

侦破“善心汇”传销案

受强降雨影响，8月14日凌晨，广西柳州融安县板榄镇马步村发生一起山体滑坡事故，造成3人失踪。目前，当地已组织救援力量展开搜
救。图为8月14日，在广西融安县板榄镇马步村，消防官兵在搜救失踪人员。 新华社发

5个10万亿元级
新兴产业来了

（上接A1版）其中新能源发电、医药制
造、电子测量仪器等行业利润率分别
达32.1%、10.7%和10.1%。

“活”——产业创新活跃。IT、生
物和新能源等技术加速相互渗透，共
享单车、网络租约车、基因诊断等个性
化、多样化新模式不断涌现。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创业投资已占到我国创
业投资的80%左右。

发改委明确，下一步要实施好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规划》部署的 21 项重大工程，加大财
政资金和金融资本的支持力度，推动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新突破。

（上接A1版）
社区主任贺书珍介绍说，有些志

愿者嫌老人脏、反应慢、行动迟缓，难
以沟通，中途有“掉链子”现象。有些
空巢老人则嫌志愿者图形式、对接
少。让空巢老人选择志愿者，社区只
做牵线人，成就“两情相悦”。

记者了解到，这25名空巢老人都
存在行动不便、疾病缠身等情况，他们
的最大困惑不是来自生活，而是来自
孤独。因此，陪聊成为他们心中最大
的奢求。 周玲 汤汉华 赵鹤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