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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猫冬房"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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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 !记者王勇"

!房屋出租害怕租户弄坏家具"不出租电
器生锈#墙生霉点"如果有专业的房屋看
护机构就好了$ %开春了"四川!候鸟%老
人刘吉夫妇也准备近期返回内地" 但他
对三亚的房产一直放心不下$

!""#

年
$

月" 刘吉退休后在三亚买
了一套房子" 和老伴在三亚过起了惬意
的!候鸟%生活$ 由于房屋是自己精心装
修的"家具也都是新买的"刘吉和老伴舍
不得出租"

!""%

年
&

月份他们锁上门就
回四川了$

可当他们于
!""%

年
'"

月再次返回
三亚时"发现自己的房屋已经面目全非"

由于门窗关闭室内潮气凝聚" 墙上到处
都是霉点& 精挑细选的木质家具被白蚁
蛀得到处是洞&海风夹着盐雾"使很多电
器被锈蚀'''风扇转不动" 冰箱四角也
生了锈((刘吉只好对房间进行了重新
粉刷" 并扔掉被白蚁损坏的家具"!等于
又重新装修了一遍) % 说起被损坏的房
屋"刘吉仍心痛不已*

!今年又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老家肯
定是要回的"儿子和孙子都在老家"自己

很想念家* %刘吉苦恼地对海南日报记者
说"如果有专门的!房产保姆%就好了*

记者随后走访了三亚多家房屋租赁
公司和置业咨询公司" 发现他们大都开
展了代租业务" 但是对房产的看护业务
还没有开展*

据统计" 目前三亚岛外购房者占到
%()

"而且大多都是!候鸟老人%"房产使
用也仅限于!猫冬期%* 除了少部分人愿
意将房屋出租外" 很大一部分 !候鸟老
人% 并不愿意把自己精心装修的房屋出
租给别人住*

!如果有服务公司代为看管就好了"

我回内地也能放心些* %一位哈尔滨!候
鸟%也有同样的苦恼* 他希望有专门的机
构照看闲置房产" 适时为房间开窗换气
并进行打扫" 特别在遇到台风等自然灾
害时" 能及时对房产进行看护并电话报
平安*

三亚市房地产协会负责人表示" 三亚
市政府今年已提出要求" 促进房地产行业
健康发展"提升三亚宜居氛围"房地产协会
将积极引导企业进入这一领域" 相信很多
商人也能看上!房产保姆%这一商机*

预算内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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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预算外土地出让收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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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银行贷款
$#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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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 !记者吴钟

斌" 今天" 三亚市委常委会最终审议决
定" 三亚今年的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计划
确定为

(!

亿元"并将以此为杠杆带动社
会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这些资金来源包括三大块+ 预算内
资金

*

亿元"预算外土地出让收益金
!"

亿元"银行贷款
!*

亿元* 全年安排刚性
支出

+"

个"续建和新建项目
%#

个*

记者注意到"

*#

个新建项目涵括了
新农村建设,节能减排#生态环境#教育#

医疗卫生#文体#道路基础设施等* 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月川湿地保护治
理#南山与宝平山陵园#凤凰与天涯镇公
墓#崖城消防站#游客到访中心等项目"

都将填补三亚的空白*另外"在去年对城
区的街区小巷进行了大规模改造的基础
上" 今年仍将继续对城区及乡镇基础设
施大动!手术%"包括路灯#市政道路#供
水管道#码头#车站#防护堤等*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驾!马车%* 去
年三亚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

亿元"有效地拉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今
年"三亚市政府确定"全社会固定投资要
增长

'%)

*也就是说"全年的固定投资总
投资额要达到

'#$

亿元*

业界分析"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
未见底的情况下"社会投资趋于谨慎"三
亚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三亚市政府抓
住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机遇"利用
中央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一系列政
策" 大胆策划并投资一批项目" 从而引
领#带动社会资金"将有效地撬动社会大
投资*

三亚一位房地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
者"一年内在三亚投下近

'%-

亿元"无论
对城市面貌"还是城市功能综合配套"都
将发生较大的改观" 城市品味也将上一
个大台阶*

省委常委# 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在
今天的常委会上要求" 政府投资项目的
各相关责任部门必须抢抓时间" 充分作
好项目开工的前期准备工作" 条件成熟
立即动工"争取早日见成效"避免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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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记者站新闻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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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海南天气冷热交替"不过依旧
无法阻挡春天的脚步已经悄悄来临* 海南的
数码市场也一如天气变化" 一度出现供货不
足" 甚至是数码相机# 液晶显示器等缺货现
象*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

&

月数码新品的陆续
上市"市场缺货的状况将得到进一部的缓解*

市场供货不足

从目前的电脑市场了解到"开年后"缺货
成为

./

#数码厂商的关键词"产品涉及笔记本#

数码相机#显示器等"品牌也涉及各大知名品
牌" 甚至有部分型号机型出现价格上扬趋势*

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消费者也捂紧口袋"

消费欲望并不强*

据业内人士透露"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
原因在于各品牌产品更新换代" 从而导致供
货不足"此外"春节前的清理库存也成为本次
缺货的原因之一* 笔记本方面" 未来几个月
里"低#中端主流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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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
产品将逐步退市"代替它们的处理器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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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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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为主*显示器方面"受严峻经济形势影
响"上游厂商面板产能降低#供应量减少"造
成全球范围液晶面板缺货则是主因之一*

新品将拉动需求

近日"伴随着笔记本#相机#网络等新品
层出不穷"海南的

./

市场开始出现升温*

今春佳能向消费者推出了包括小型数

码相机 #高清摄影机 #移轴镜头 #高清投影
机等

'#

款数码影像新品 * 作为电脑用户 "

相信那些难缠的电脑连接线都曾给过你
!难忘 %的回忆 * 最近 "方正心逸

/&--(0-!

作为方正科技旗下的首款一体式电脑 "其
简洁的连线设计 "更为你营造出整洁 #舒适
的生活空间 * 喜欢三星的数码迷们也可以
挑选三星推出多媒体相机

12(

"不但可以拍
照还能播放

34&

看电影*

5678!--$

也发布
了

5678

上网一体机
79:;667

" 将屏幕 #主
机 #音箱进行整合 "一触开关就可使用 "家
中的老人小孩都能够轻轻松松地畅游网络
6

时代 * 业内人士指出 "!即将到来的三八
节"将会是节后数码选购的第一热潮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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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工程师张新近日透露" 我国平板电视
能效标准即将于今年年中出台" 并将
在今年年底生效实行* 这意味着未贴
能效标的平板电视将不得上市* 平板
电视能效标准制定工作于

!--#

年
(

月
立项启动" 草案本原定于去年年底出
台" 但由于各方对具体条款持不同意

见" 目前仍在讨论中*

张新表示 "

!--(

年出台的电视
能效标准只是针对传统显像管电视 "

但现在国内平板电视已占市场重要
份额 " 平板电视能效标准势在必行 *

据悉 " 标准内容将包括能效限定值 #

节能评价值 # 目标能效限定值 # 能
效等级*

本报综合消息 苏宁电器在近日公
布的

!--%

年年报中宣布今年计划新开
连锁店

!--

家" 并着手开展香港地区
的前期市场调查 # 连锁店选址工作 "

择机进入香港市场*

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近日表示"

今年苏宁除了计划在内地开店
!--

家外"

还计划进入境外市场" 首个目标是香港*

谈到外资家电连锁企业在国内的
扩张" 张近东表示" 外资品牌尚不能
对国内家电连锁品牌构成威胁" 相反"

苏宁连锁计划打入境外市场 * 此前 "

张近东曾对外表态 !计划
!-+-

年在香
港开店%* 但近日张近东称" 这个计划
将提前" 苏宁已在筹备今年进入香港
市场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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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海南美的直流变
频空调品质见证月启动仪式于

&

月
!

日启动 * 美的空调宣布 "

-$

年
&

月
期间 " 凡购买美的直流变频空调的
全国消费者 " 均享有 !安装后

+

月
内无条件退换 % 的品质承诺 * 同时 "

美的宣布经中国家电维修协会认证
合格的

+----

名国内首批专业变频 维修工程师正式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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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农民盼望已久的家电下乡惠农政
策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无疑"这是一项
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好政策" 而且可以通过
撬动农村消费"促进相关行业发展"从而促进
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

然而"!家电下乡%承载了太多期望"如何
才能把好事办好" 让农民购得高兴" 用得舒
心- 根据从基层农村采访时了解到的信息"农
民对此有四盼+

!"#$%&'(

)*+,-./0

根据财政部#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
政策"从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底"农民
在指定流通企业购买指定品牌与机型的彩
电#冰箱.冰柜/,手机,洗衣机等"即可获产品
价格

+&)

的财政补贴* 这既是一项重要的惠
民政策"又可拉动农村消费市场"农民兄弟对
!家电下乡%十分拥护"也十分关注* 特别是盖
了新房子的,想娶媳妇的,想换新家电的农民
觉得享受优惠正当其时*

不过调查中也发现 "大多数农民对 !家
电下乡 %政策还不是十分了解 "不清楚 !家
电下乡 % 活动计划 " 不知道下乡家电的品
种 ,型号 "不知道承担 !家电下乡 %任务的生
产厂家和销售商家 * 目前有关部门及指定

家电下乡专业卖场应该加大宣传力度 "组
织家电下乡 !大篷车 %进行展示销售 "让惠
农政策早日能得以落实*

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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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下乡%计划中"商务部,财政部通过
招标方式已确定了全国

$-

家生产企业的
+!*0

个型号的产品作为!家电下乡%产品"农
民兄弟希望"在!家电下乡%产品中同类产品
的品种尽可能齐全一些" 这样在购买时可选
择的余地更大一些* 近年来"粮食直补是农民
最满意的一项惠农政策" 农民希望 !家电下
乡%补贴也能像粮食直补那样及时到位"消除
拿补贴难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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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担心"由于价格限制"部分家电生产
企业会将家电下乡看作清理库存的机会"可
能会影响到供货质量* 还有的农民担心买了
!家电下乡%产品"售后服务打折扣* 买了这种
让利家电会不会像在商场买件打折产品"商
家不退换,不提供三包服务* 再说农村交通成
本高"村民家电出了问题后维修不方便,费用
高"闲置的现象普遍* 他们希望政府商业部门

要行动"同时打开农民举报的大门"不放过黑
心企业* 其次是管理好零售商"要求零售企业
肩负起社会责任* 同时期盼有更多的家电售
后服务网点能深入到边远农村" 解决家电维
修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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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 "农民一致认为 "农民在家电
购置上投入不足不是农民不懂得享受高科
技电子产品 " 关键是收入水平不高难以做
到 !四大件 %俱全 * 如今在农村 "电视机 ,洗
衣机基本上都已普及 * 即便是贫困户通过
近几年的政府帮扶几乎家家也都拥有了一
台电视机 * 相比之下 "冰箱 .冰柜 /,手机在
农村的占有率还比较低* 现在

!---

元以下
的冰箱产品非常奇缺 " 绝大多数的农民买
不起"就是有的农民买起也用不起* 不少农
民反映 "平时家里可冷藏的食品很少 "那种
价格在

+---

元左右的冰箱就够用了 "如果
生产厂家在节能上再做些改进 " 冰箱在农
村还是很受欢迎的* 一些乡村干部认为"对
于不同档次的产品 " 总体上应该进一步提
高补贴的比例 "但又要区别对待 "这样才能
既满足贫困群体的消费需求 " 又满足另一
部分富裕农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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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销售价格#渠道#费用#信用#资质$$如何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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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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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美国次贷风暴引发

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中国制造业受到了巨大的

冲击$但寒冬下依然有坚挺的企业逆势成长$据格

力电器
$%%)

年第三季财务报表显示# 格力电器

前三个季度的营业收入为
!"*

亿元#较上一年同

期增长了
*',#)-

%净利润为
*.,.)

亿元#同比增

长
)#,!#-

$

$%%'

年
$

月
*)

日#格力电器在全国制造业

哀鸿遍野的惨淡现状下# 格力空调在却在珠海召

开新闻发布会#与日本最专业的空调界的!世界变

频之父"大金空调联合宣布成立新的合资企业#研

发领先于中国市场和日本市场的 !第四代变频压

缩机"$

针对此次合资# 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特别

强调#格力与大金的合作是对等的合作#而绝非

简单的资金购买技术$ 格力以
"*-

的股权成为

合资公司的最大股东和绝对!话事人"$

为什么 !世界变频之父 "大金会选择格

力呢 & 董明珠一句话道破天机 !那是因为格

力坚持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拥有独立研发能

力#掌握了技术核心$ "

$%%$

年
*)%!

正弦波直流变频技术在日本问

世#被誉为目前为止空调技术领域最先进的节能技

术#当时只有日本大金'松下'三菱等少数公司掌握

了该技术$

$%%"

年格力成功开发出正弦波直流变

频#成为国内唯一掌握该核心技术的企业#

$%%+

年

!基于正弦波驱动的变频空调控制器的研究项目"

经广东省科技厅鉴定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

年
**

月!基于正弦波驱动的变频空调器的研

制及产业化" 项目又被国家科技部列为
$%%)/

$%%'

年度火炬计划$

格力拥有独立研发的核心技术#是大金青

睐格力并主动请求与格力进行深度合作的基

础$ 据了解#格力电器已开发的具有自主产权

的变频产品多达数十种#涵盖商用和家用两大

领域#是中国人自己的变频技术#能充分满足

各类环境的特定舒适需求$

技术才能强国# 技术才能强大企业的竞争优

势$所有购买国外核心技术#缺乏独立研发能力的

企业如今都在为他们缺乏战略高度的短视行为付

出代价#在大幅度亏损的情况下#仍不得不支付巨

额的专利技术核心转让费$ 而相反拥有独立核心

技术的企业#如格力'华为'比亚迪等#却在经济寒

流中一路高歌猛进$其中滋味值得所有企业家'经

济学家'品牌分析专家和消费者深思$

三亚全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012&3

"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补助每人年均提高 *%%%元#公办学校教师岗位绩效工资
从人月均 #%%元提高到 *%%%元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最高标准从每人每年 !万元提高到 .万元

本报三亚
!

月
"

日电 !记者吴钟斌"三亚
市

!--$

年重点民生项目发展规划日前确定"

将在教育,就业,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
障,公益性文化体育建设,城乡居民增收,生
态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新农村建设

+-

大民
生工程上主攻

0!

个重点项目* 为全力推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的民生预算安排也
已确定"总投资达

+#,0(&+

亿元*

qrsG_t

(造靓
*"%

个自然村

海南日报记者解读三亚!民生大单%时发
现"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农村建设无疑
是其!一号工程%* 以财政投入为主"从预算外
安排资金

*%*-

万元"建设
+(-

个自然村进村
道,村委会综合办公楼,沼气池等基础设施"

对已建成的新农村及文明生态村创建点进行
相应的巩固和提高* 此外"还按整村推进的原
则"将对

+$

个贫困村实行扶贫攻坚*

在城乡居民增收工程方面"

*

个重点项目
安排

&*%##

万元* 其中"

&%)

用于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 支持设施农业和热带兰花种植示范基地
建设,支持田洋改造,完善农业科技

++-

信息网
络指挥中心建设*并定指标对

&---

个农村劳动
力进行培训"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另外"值得农民注意的信息是+今年三亚
市政府将对生猪,渔船,水稻,长豆角,设施农
业和兰花等进行保险保费补贴" 并安排

!-&#

万元对农民种植良种,种粮,农资以及农业机
械购置等方面进行小额贷款贴息补助*

uvwx

(投入
!,+*

亿元

在公共教育方面"三亚今年的投入力度最
大"将安排

&,#+

亿元改善办学条件,加大教育
经费保障力度,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和学生学习
生活补助标准"全力推进城乡教育事业发展*

引人注目的是"将对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实
施!三免一补%政策并建立中等职业教育学生
资助体系" 安排

!&-0

万元将补助标准提高到
每人年均

+%0-

元"而去年只有
%0-

元*公办学
校教师岗位绩效工资也从人月均

*--

元提高
到

+---

元" 使其达到机关公务员平均工资水
平* 仅这一项财政就要安排出

*-!-

万元*

教育移民也列入三亚的民生重点* 将重
点整合教育资源"改扩建中小学

!!

所"预计
可实现教育移民

!,%

万人* 同时"将教师工作
间也列入规划"全年的目标是新建

&+%

套*

此外"贫困寄宿生的!三管班%学生的补

助标准大大提高" 学费减免也扩展到高中阶
段"以切实减轻学生入学负担* 这些也均由公
共财政!买单%"全年须支出

+$($

万元*

yrHz

(城里乡下补助标准都提高

今年" 三亚将大力推进惠及全民的医疗卫
生体系建设"

(

个重点项目共安排
+,&0$%

亿元*

其中" 城市公共卫生定额经费标准从每
人每年的

+!

元提高到
+(

元" 农村的则从
&

元提高到
(

元* 将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
参合标准提高

+#

元达到
+!(

元"在扩大城镇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建设覆盖面基础上" 将成
年人的筹资标准提高到

!--

元" 未成年人提
高到

+!-

元" 每人每年的报销最高标准也从
去年的

&

万元提高到
0

万元*

今年" 三亚的城乡医疗环境也将获得较
大改善* 按安排"将新扩建一大批社区公共卫
生服务中心, 农村卫生院及市级医疗卫生机
构"并添购一批医疗设施"以提高重点医疗机
构的医治能力*

{|wx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社会保障与住房保障的
$

个项目" 全年
共安排

&,#-!(

亿元" 目的就是进一步完善社
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补助标准"努力实

现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今年"居.村/委会干部,社会保障站工作
人员,计划生育专干,居.村/民小组组长和组
员的生活补贴都将获得提升"全市

&,0

万名低
保对象的保障标准和农村五保户的供养标准
也全面提高"且幅度不小*

值得关注的是"将安排
+,*

亿元足额保障
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支出*

今年三亚开建廉租房
(,+

万平方米"发放
!*+-

名住房困难群众住房租金补贴" 积极解
决低收入及贫困家庭住房难问题* 同时"加快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茅草房和危房改造" 对少
数民族地区茅草房

&!#+

户和危房
!*&!

户以
及残疾人危房分批进行改造*

}{wx

(三大工程维护!生命线"

生态环境是三亚的生命线"三亚财政安
排

+,*!((

亿元全力实施三大生态环境保护
工程*

这三大工程包括城镇生活垃圾和污水处
理设施,生态林及海防林和生态三亚工程* 其
中" 生态三亚工程涉及山体植被恢复和海湾
河道治理,水质保护,重要水源保护和饮水安
全工程建设" 将确保三亚环境质量继续处于
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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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言

杭州
!"#

亿元&宁波
!

亿元&湖州
!

亿

元&南京
$%%%

万元$$春节过后'一场派

发旅游消费券的热潮迅速席卷了长三角(

与此同时' 其他地区为了刺激旅游市

场'也是新规频出)湖北省施行了*旅行社

品质旅游产品服务质量规范+和*旅行社等

级的划分与评定+'对旅行社,品质旅游产

品-设定了标准'在服务质量上做文章.广

东省启动了,国民旅游休闲计划-'为居民

出行创造时间上的条件. 湖南省也打出了

旅游促销,组合拳-'将在境内外安排
!$

场

促销活动' 在努力扩大国内入湘旅游市场

的同时'积极培育北美#澳新#俄罗斯等新

兴市场' 甚至其老牌景区张家界也从门票

大幅优惠# 暂退
!&%%

万元旅行社保证金#

减免导游服务费# 当地政府对每趟旅游包

机!专列"奖励
$

万元等方面出台
'%

年来

最大力度旅游业刺激政策//

三亚旅游由于受到内地客流回潮和金

融风暴波及的境外游客锐减等原因' 目前

也和国内诸多城市一样遭遇了春节后的淡

季市场0 而按照法定假日安排'要一直到
(

月才将迎来一个
'

天的清明小长假0 如何

在危机中抢抓机遇% 是勒紧腰带降价促销

谋求自救' 还是提升品质创新产品拓展市

场'抑或是由政府进行相关扶持%

不妨先看一看杭州旅游券在上海派发

后的反应0 据*解放日报+报道'尽管派发现

场市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当他们费时

费力领到旅游券后'却只有
!%)

的人表示近

期有计划去杭州旅游'大多数人都抱着,先

领了再说'如果去就能用上了-的想法0 还有

市民发现必须消费满
(%

元才能抵用一张
!%

元旅游券时'纷纷表示去不去旅游还要,考

虑考虑-0看来'无论是杭州,用
!"#

亿撬动
!%

亿-的预期'还是,畅游阿拉宁波-国民旅游

休闲推广行动等'只怕都还是些纸上谈兵0

就以国际性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为目标

的三亚而言'在现阶段'如何在学会,踏春-的

同时还要学会,冬泳-而不是,冬眠-俨然已成

了旅游界的第一要务了0令人兴奋的是'三亚

相关部门已经为天涯旅游开出了处方' 将通

过一程多站游# 加大境外市场促销力度等形

式'围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推动三亚旅

游业全面升级' 在保持国内市场繁荣的同时

为未来入境游市场恢复性增长创造条件0

对此'我们激情展望1 毕竟'即便是去

年接连遭受南方雪灾#四川地震#海啸传言

等影响' 鹿城全年的游客接待量仍首次突

破
*%%

万人次'同比增长
!$)

以上0

新农村建设是三亚今年的民生!一号工程"$ 图为槟榔河村村景$ 本报记者 程范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