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黄金周给三亚旅游带来的热度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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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谯星

刚刚过去的情人节让三亚旅游又红火
了一把! 春节黄金周过后"三亚旅游持续火
爆" 在经历了元宵节和情人节的几次小高
峰后"开始从#旺火$变#温火$% 而这个时刻
的到来却比往年整整推迟了半个多月! 三
亚旅游业界人士纷纷表示"节后"与三亚三
大海湾对应的旅游市场区域型特点已经越
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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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团队纷至沓来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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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开始" 三亚各旅游企业都在
摩拳擦掌" 黄金周能否成黄金月一直是各
界关注的焦点! 各种信息表明"不同区域的
旅游企业经历了或正在延续着各不相同的
黄金经营期&#黄金周$'(黄金月$或(黄金
半月$% 南山'天涯海角等景区游客量目前
仍维持较高水平" 日均游客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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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上
下% 但各酒店经营情况却大不相同"亚龙湾
各高星级酒店率先送走了黄金期" 各酒店
入住率已经回落至平日水平%

爱琴海岸康年度假酒店以高端散客为
主"入住率回落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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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龙湾万豪度假酒
店入住率由情人节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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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
&#$

以

上"回落到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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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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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顿酒店虽
仍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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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住率" 但与前阶段相比已
下了一个台阶

(虽然入住率回落了"但含金量高的高
端会议团开始涌入三亚湾% $亚龙湾万豪度
假酒店负责人说"连日来"上海大众'上海
通用等全国各地' 各领域的大企业会议团
纷纷在万豪酒店举行各种销售会议% 希尔
顿酒店也迎来奔驰中国等公司的高端会议
团"李冰冰等知名艺人也加盟客串%

三亚旅游协会负责人说"每年开春是企
业召开营销策略会议的高峰期"与年末奖励
型'答谢型会议团不同的是"年初的会议团
是具有谋划全年性质的高端团"亚龙湾的高
端酒店便成为企业推介自身的绝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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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度假热度不减

提起大东海" 人们都会想到俄罗斯游
客% 但受到金融危机和黄金周价格上调因
素影响"今年春节前后"包括俄罗斯游客在
内的(蓝眼睛$已变得较少见"国内以家庭
为单位的度假群体却比比皆是%

(金融危机给很多一直计划着度假却

苦于没时间的家庭创造了合家出游的时
间% $银泰度假酒店总经理刘凯强说"春节
后" 大东海沙滩上家庭聚会的欢歌笑语此
起彼伏" 金融危机让大城市的中高收入家
庭找到了难得的消遣时光%

三亚春秋旅行社负责人称"趁着春节后
旅游报价调低" 很多城市的家庭组团涌入
三亚旅游"火旺的形势将持续到本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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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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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庆旅游备受追捧

如果说三亚是浪漫之都"三亚湾沿线便
是众多情侣举行结婚庆典'进行婚纱摄影的
梦幻长廊%借助邻居天涯海角景区连续多年
举办婚庆节的广泛影响力"三亚湾片区酒店
也打出了婚庆牌"备受国内外游客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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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在三亚湾假日酒店草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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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情侣走上了婚姻殿
堂"在椰风海韵中大声喊出爱情宣言"终成
眷属% 三亚湾假日酒店负责人说"接待婚庆
公司的集体婚礼和各地情侣的蜜月度假"

已经成为该酒店营销业务中的亮点%

三亚万嘉戴斯度假酒店则吸引了北欧
情侣的关注" 该酒店已经和瑞典当地旅行
社达成协议" 一个由北欧情侣组成的婚庆
团即将赶赴三亚" 三亚湾边将迎来一场别
具风情'中西结合的集体婚礼%

三亚旅游产业发展局负责人说" 春节
黄金周给三亚旅游带来的热度尚存" 各旅
游企业应趁势而上"更新旅游产品"为上半
年的旅游营销做好充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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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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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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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

讯员胡建斌"安全生产不可忽视% 今天"三亚
一房地产工地发生一事故" 一台升降机把一
位施工工人卷了进去"工人当场死亡%

今天上午
&

点钟左右"记者接到电话称"

在三亚市龙岭路某房地产工地" 一名工人被
升降机卷了进去%

&

点
!)

分钟"记者赶到现场
看见"在一幢即将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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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楼房前"工人被
卡在滚扬机与马达之间"身体已经严重变形%

据现场参加施救的三亚市人民医院周德
仲医生介绍" 因为工人被升降机的滾扬机卷
进去后"又被滾扬机和马达严重挤压"身体的
内脏器官已经破裂"已当场死亡%

据了解"遇难的工人名叫刘鹏举"来自重
庆市垫江县% 刘鹏举的哥哥刘邦联说"上午

%

点钟"他们开始在工地干活"刘鹏举发现滾扬
机的钢丝绳有些松动"就试图进行修理"但没
想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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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外的升降机操纵台上进行操作
的另一名施工人员不等他离开机器" 就突然
按下开关"钢丝绳瞬间卷动"一下子就把刘鹏
举卷了进去"拉下开关已经来不及了%

三亚市安监局局长邢打胜说" 此事故是
一起安全生产事故"事故发生后"安监部门已
责令该工地停工" 待调查清楚后再做进一步
的处理决定" 同时安监部门将积极协调有关
方面"尽快对死者家属做出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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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林村失地农民变渔民

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 !记者王勇" 三
亚市海棠湾镇为解决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

积极引导农民用土地征用赔偿款建造渔船发
展海洋经济" 现在海棠湾镇椰林村多位农民
(变身$ 为渔民" 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椰林村朱兴国是最早投资建渔船的村
民 " 他和一组 ' 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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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村民利用土地
征用赔偿款

'#

余万元 " 聘请外地师傅指
导建造两条渔船" 同时购买一批深水围捕
网具%

由于椰林村离海只有
!

公里" 发展海洋
捕捞业有天然的优势" 再加上村民们能吃苦
耐劳" 下海作业以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看到朱兴国等人出海打鱼收入高" 附近
村民发展海洋捕捞业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
来" 目前椰林村除一组' 三组外" 其他五个
组都有村民打算入股造船" 向大海进军%

为了互通信息" 形成规模效应" 椰林村
还成立了 (农民海洋捕捞协会$" (变身$

渔民后大家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精神面貌
也彻底改变%

而在此前"椰林村一度出现了(三无$)无
土地'无果园'无业就*和#四多$)闲人多'吃喝
多'赌博多'高消费多*现象"村民们都抱着#吃
补偿"享清福$的念头"过一天算一天%

为引导村民进行再就业" 海棠湾镇有关
负责人多次到村中与村民代表座谈" 引导他
们利用土地征用赔偿款发展海洋捕捞业" 出
台扶持措施"消除村民顾虑%

本报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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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记者郭景水"记
者从今天上午召开的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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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农村劳
动力转移培训就业工作会议上获悉" 三亚今
年在努力打造#兰花种植和足底保健$两个品
牌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以培训促进就业'以创
业带动就业的新突破" 全年计划实现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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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为了推进今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
业工作"从即日起"三亚市启动#春风行动$%

在为期
+#

天的集中行动中"三亚市将设立返
乡农民工求职登记窗口" 免费为农民工提供
政策咨询和就业信息服务+ 组织免费专场招
聘会" 帮助进城务工人员与企业之间实现供
需直接见面%

在具体的培训项目上" 三亚市人力资源
开发局有关负责人称"目前"兰花种植和足底
保健等行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就业率比
较高" 是今年三亚继续重点打造的转移就业
的品牌% 三亚市将加强培训后学员就业的扶
持力度"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给予其政策
和技术上的帮助%

三亚市人力资源开发局局长黎达明表
示" 该局今年将积极与三亚技校及海南各
大中专院校沟通合作" 利用其完善的教育
培训平台" 整合培训资源推进三亚的培训
就业工作%

跟进太阳能薄膜电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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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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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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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记者柏彬 通讯

员路培"记者今日从三亚市政府获悉"该市今
年将重点跟进太阳能薄膜电池项目" 目前有
关部门正在与美国亚升太阳能科技公司'台
湾绿能公司' 台湾亚洲太阳科技有限公司等
太阳能企业进一步洽商" 积极筹备建太阳能
产业研究中心%

近年来"能否将三亚建成#太阳能之都$

的建议倍受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 太阳
能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具有广泛性'安全性和
长久性等特点"无需运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清洁环保能源% 三亚市位于北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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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年平均日照在
('##

小时以上" 为三亚打造
#太阳能之城$提供了有利条件%

去年年底通过评审的 ,三亚市科技创
意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将新能源中的薄膜
太阳能等四大产业作为三亚重点产业进行
培育 % 规划的第一阶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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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年% 规划预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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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三亚将力争薄
膜太阳能电池组年产能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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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瓦 "产值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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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规划的第二阶段为
(#!!

年
,(#!(

年 " 三亚将初步实现薄膜太阳能
产业集聚" 薄膜太阳能电池组年产

!##

兆
瓦"产值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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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规划的第三阶段为
(#!),(#!*

年 "薄膜太阳能产业实现集聚 "

薄膜太阳能电池组年产能力达
)##

兆瓦 "

年产值达
!(#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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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记者站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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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开发的海南海控国际广场工
程"工地现有土方约

!"

万方"有意购买
者请速联系)限海口市内*%土方所在地&

海口市世贸东路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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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刘先生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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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办至今已为海南培养了大批音乐艺术人才%数十名学
员已就读国内外著名音乐艺术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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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培训部海南
唯一培训招生点(

"

中央音乐学院校外音乐考级海南唯一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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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甸岛人民大道
,%

号罗牛山大厦
.

座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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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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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金福城小区
/

座六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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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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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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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康盛商务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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栋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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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及项目管理人员"

按照省政府人才战略工作要求"遵照国家规定)依法从业%持

证上岗%势在必行*的原则"为全面加强我省项目管理行业规范"

!""#

年从业资格认证工作开始" 请各单位相关人员抓紧时间申
报"报名截止

$

月
!%

日%

考核通过由国家人力资源部颁发中'高级项目管理师资格证
书%是国家法定项目管理人员从业必备条件之一%并依照省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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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规定"享受工程师及高级工程师待遇&

网址
*++,-..///0123041555

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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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申报"海南省第六十一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地址" 龙昆北路
*,

号海南创业就业培训中心国家职业资格

认证培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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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携带本人最高学历毕业证书和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式
二份*"到报名点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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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简章备索%

23<=6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招生处)海口市龙华二横路
!0

号*%

23>?6

即日起至
1""2

年
1

月
13

日止)双休日照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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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EFG

在学习期间完成教
学计划规定的全部学
分"成绩合格者"颁发教
育部电子注册' 国家承
认学历的毕业证书%

本科&符合条件者授
予相应的学士学位证书%

HB3I

JK

HK

金融学'汉语言文学'法学'土木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工商管理'会计学'

行政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LM

N2

3=

琼海
413!24!6

+屯昌
4736!267

+昌江
14400177

+三亚
3313!253

+

五指山
3441671"

+ 儋州
1634"44!

+ 洋浦
!6"34"662!4

& 金海浆
13313!04

+金红叶
13313416

+文昌
46122311

+东方
!6"34"17162

+

临高
!6274702066

&澄迈
!6"23227152

&万宁
!63740146!6

+陵水
!63740146!6

+ 定安
!63744524"6

+ 乐东
!62"74141"7

+ 白沙
!66670!!164

+机电学校
402"6""6

小学教育 '汉语言文学 '行政管理 '

法学'会计学'工商管理'旅游'物业管理'

建筑施工与管理' 计算机信息管理 '

汽车 )维修方向 *

%&'()*+,-.

+!!从春节销售看三亚房地产
本报记者 王勇

三亚楼市牛年取得开门红%刚刚过去
的春节"包括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三
亚春季国际房展汇销售量在内"三亚

"

天
共销售'预订了商品房

"&"

套"总金额接
近

!#

亿元%

相比于内地冷清的楼市"三亚楼市春
节表现出来的火爆之势令人咋舌%

两种观点对碰

火爆的人气和喜人的数据"留给了外
界更多的想象空间%

一种观点认为"三亚楼市的前景是乐
观的%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不断提高的
楼盘品质'异地促销累积的知名度..可
以让三亚楼市远离金融危机"也绝不会受
全国楼市低迷的影响%虽然

!

月份的实际
成交金额只有

*-'

亿元" 但根据以往经
验"预订客户#跑单$的并不多%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三亚楼市未来并
不是一片光明" 潜在客户主要是岛外'国
外"金融危机会或多或少影响他们的购房
意愿+与国内旅游度假房产相比"三亚楼
盘价格偏高也使部分客户流失+三亚现有
楼盘品质层次不齐"低端楼盘一旦打起价
格战"将不利于楼市健康发展%

悲观者摆出自己的论据"现在三亚市
区已有多家楼盘开始降价销售" 降价幅
度最多的达到

*##

元每平方米+ 乐观者
的反驳理由是"两级分化是必然的"市场
会淘汰掉设计不合理' 品质一般的低端
楼盘%根据三亚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今年

!

月份三亚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分析报
告" 沿海' 高端楼盘价格比上年增长较
大"达到均价

(-)

万元
.

㎡"而一般商品房
比往年有所回落%

高端'精品是趋势

三亚市房地产协会秘书长刘树国表
示"从成交量和销售进度来看"三亚楼市
确实受到了大环境影响% 虽然

(##%

年全
年销售额达到

!!!

亿元" 但从下半年开
始"销售进度就逐渐放缓%

刘树国认为"从三亚楼市长远发展来
看" 短暂的销售放缓并不是一件坏事"这
可以引起开发商们的忧患意识%长期以来
三亚的部分开发商在开发项目中没有创
新动力"只是简单地卖资源'卖房子"没有
注重度假房产的品质和客户需求%

#高端'精品楼盘受影响较小"这代表
了三亚楼市未来的方向% $刘树国介绍"

!

月份的销售额主要由半山半岛' 兰海'鲁
能等大项目支撑"占了总销售额的

'!$

%

高端'精品路线也是三亚市政府发展
三亚房地产的思路"三亚市代市长王勇在
率领三亚的房地产企业赴上海做推介时
表示"三亚土地资源稀缺"今后房产开发
项目必须求精'求好%

地产策划人士林瑞阳表示"三亚地处
北纬

!%

度" 特殊地理环境和旅游资源足
以使三亚与夏威夷'迪拜等地媲美"三亚
楼市走高端路线是必然趋势%

异地促销仍是法宝

(##%

年三亚总共销售商品房
!!%%(

套"其中岛外销售了
!#!))

套"占销售总
数的

%*$

"潜在客户异地化使#异地促销$

成为三亚楼市的法宝%

(##%

年下半年" 三亚组织数十家房
地产企业" 接连三次出岛促销% 北京'上
海'山西"一次比一次效果明显"在上海促
销的短短两天时间" 成交额突破

(###

万
元+而在山西促销后"迅速迎来了山西购
房团"异地促销效果明显%

三亚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局长
李洪海表示" 今年将仍将继续异地促销"

特别是一些北方城市%

目前三亚已统计出历年购房人数前
十名的地区"依次排序为黑龙江'北京'浙
江'上海'辽宁'四川'山西'河北'吉林'山
东"今后将择机前往这些地区促销%

二手房交易将逐渐活跃

多年来"三亚楼市主要以增量房)一
手房*为主"异地客户都愿意选择新房出
手% 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发育"二手房交
易将逐渐活跃%

记者近日在三亚湾沿线观察到"此处
的二手房中介比去年大为增加"很多本是
售楼处的房屋"因为售楼完毕也改为二手
房中介%

三亚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针对
二手中介增多的情况"也出台了一系列规
范政策"如从事房产中介须登记"中介人
员须持证上岗等%

今年
!

月份"三亚二手房总过户办证
面积

!-&)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

+在价
格上二手房也略有上升"

!

月份平均合同
价格为每平方米

)&)+

元"同比增长
!"$

%

房产中介业内人士分析"随着三亚商
贸发展和人口增多"城区内的住房需求量
将大大增加"城区内住房供求矛盾将促进
二手房市场发展"二手房交易活跃也是三
亚楼市趋势之一%

,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

三亚一工地发生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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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现场& 本报记者 程范淦 摄

高端'精品是三亚房地产发展趋势& 本报记者 程范淦 摄

兰花种植是三亚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的重点& 本报记者 程范淦 摄

春节过后%三亚湾依然游人不减&

!

月

"#

日%游客在三亚湾进行空中漫步&

特约记者 孙清 摄

以培训促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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