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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 10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吴婷婷）今天上午，省旅游景
区协会成立大会在海口召开，海南呀诺
达雨林文化旅游区董事长张涛被选任为
首届会长。据了解，成立后的协会首批
已吸收了41家景区（点）为会员单位。

多年来，海南旅游业快速发展，旅游
景区更是实现了三级跳，由改革开放之前
没有一家像样的旅游景区，发展到现在全

省共有71家旅游景区，其中5A级景区4
家，4A级景区12家，3A级景区15家，2A
级景区6家，无A级景区34家。

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任陆志远说，
旅游景区作为“阳光海南度假天堂”品牌
体系的基础，是海南旅游业发展形象的
重要体现，多年来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在快速发
展的同时海南景区也面临着同质化竞

争、“劣币逐良币”、管理粗放等问题。因
此，需要成立旅游景区协会，一方面担当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一
方面通过沟通、协商、维权、自治、自律、
自立等功能的发挥，促进各家景区实现
行业自律、规范管理和科学发展。

省旅游景区协会会长张涛表示，协
会成立后，将担负起主导和推动全省旅
游景区转型升级的重任，在景区联合营

销上发挥统领作用。他说，在新媒体、自
媒体时代，在旅游活动已成为人们生活
形态的时代，品牌联动、联合营销已经成
为旅游界的必然趋势。旅游景区如何连
点成线、线线链接，点线呼应，网络天下，
如何主动联手、相互联盟、共同促销是旅
游协会要破解的课题。景区协会将致力
于把全省的景区组织起来、联合起来，集
结优势，整体营销，形成海南省旅游景区

联合营销的新局面。
当天，省旅游景区协会还公布了《行

业自治自律公约》，倡导行业道德守则，
杜绝采取高额回扣、高额返佣等不正当
手段招揽客源、强迫或诱惑游客参加自
费娱乐项目等不良行业；景区对旅行社
实行统一报价，优惠率最高不得超过门
票价格的20%；景区内所有商品和收费
实行明码标价。

省旅游景区协会成立，41家单位加盟

景区抱团营销 自有“娘家”撑腰

本报三亚7月10日电（记者符王
润）“我这几天出行都是通过这个终端
预约出租车的，一般10分钟内都可以
坐上车。”今天下午，在三亚市三亚湾海
韵度假酒店大堂内，来自广州的游客陈
颖正在使用自助召车终端预约出租
车。目前，在三亚，安装了这个自助召
车终端的还有其他18家五星级酒店。

对三亚的各大酒店游客来说，打的
难一直是影响游客出行的一大难题。
据介绍，为了有效解决酒店客人的出行
问题，破解酒店打的难瓶颈，今年6月
27日，三亚市交通运输局联合三亚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发文通知，建议酒店在
大堂或者其他醒目位置放置出租车自
助召车终端，引导客人通过电话、微信、
自助终端等形式主动召车。

三亚市出租车协会副秘书长谢祥
旺告诉记者，从今年1月起，三亚市出
租车协会就已经开始与各大酒店进行
对接，推广出租车自助召车终端。截至
今天，对接的酒店多达34家，其中已经
安装终端的酒店18家，主要分布在海
棠湾、三亚湾、大东海和亚龙湾等区域。

记者在海韵酒店的自助召车终端
上看见，游客只需进入召车系统首页，
点击即时召车，填写个人手机号码并选
择性别，就能轻松进入服务页面。同时
游客可以通过附近车辆位置查询功能
为自己准确定位，查看离自己最近的出
租车是否可以应召。三亚市出租车协
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今年上半年，共
有近两千个订单通过自助召车终端系
统成交。

“我们已经开发出了微信和自助召
车终端的召车方式，希望解决旅游旺季
电话召车占线的问题。”谢祥旺透露，下
一步，三亚市出租车旅游协会还将继续
开发网页版召车产品，让游客能够像购
买火车票一样预约出租车服务。

据了解，除了最初推出的200辆电
召出租车外，三亚市已经将普通出租车
也纳入了电召出租车系统。目前三亚共
有1150多辆出租车接受游客自助召车。

自助召车终端进驻三亚酒店

游客10分钟内可“打的”

本报讯（记者易建阳 特约记者黄青文 通讯
员林香云）7月7日至8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举办2014年夏季旅游“请进来”踩线活动推介会，
邀请20多名香港旅游同业人士及香港社团人士
代表组成的踩线团，到该县观赏浑然天成的雨林
风光，感受独具魅力的黎苗风情，为今后旅游交流
合作踩好线，选好点。

7月7日，踩线活动推介会在明道七仙岭温泉
酒店举行，保亭县旅游局通过人员讲解、视频播
放、颁发材料的形式，向踩线团介绍了该县旅游产
品，期待通过此次活动有更密切的合作与交流。

此次踩线推介活动为期两天，以“品南国珍品
红毛丹·赏雨林温泉黎苗风”为主题。期间，来自
香港的踩线团一行参加了明道七仙岭温泉酒店

“微田园”体验活动，走进七仙岭国家森林公园热
带雨林进行森林浴，深入红毛丹基地体验采摘水
果的乐趣，同时前往槟榔谷景区感受独具魅力的
黎族苗族原生态文化。

保亭县旅游局局长高淑兰说，此次组织香港
旅行社团来保亭开展踩线活动，旨在通过踩线、旅
游产品线路设计等问题进行座谈、沟通和交流，以
期进一步拓展香港客源市场，提升保亭旅游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香港旅行社团保亭“踩线”

本报讯（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郭树护 蔡冰）日
前，记者走进儋州市那大镇居里村，只见遒劲有力
的“居里村”三个大字，镌刻在厚重的大理石上，不
仅展示出该市作为“中国书法之乡”的艺术底蕴，
而且与进村方向标配合在一起，让游人一目了然。

像居里村那样，该镇155个村小组、农场连队
立了艺术式的村名指示牌。那大镇共投入近40
万元，对全镇村名指示牌统一采用长110厘米、宽
90厘米、厚8厘米的永定红大理石材质，旗帜图
案上雕刻着深度1厘米的村名和进村方向符标，
并涂上红漆。其中，属于革命老区的村庄还雕刻

“革命老区村庄”字样和红五星图。而村名石牌下
砌有半米高的深红色牌座，使作为雕塑艺术品的
村名指示牌本身也成为乡村游的亮丽风景线。

那大镇总人口已超过30万，丰富的人力资源
优势使其颇具经济增长潜力，儋州市的大部分省
级、市级重点项目就落户该镇。同时，那大镇已在
茶山、侨南、力崖、军屯、屋基、白南、石屋等村，采
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参与”等方式，兴建
起一批融合交通、观光、餐饮等“一条龙”服务的旅
游设施，为西线旅游者提供富有魅力的特色驿站。

“这批村名指示牌的设立，契合经济建设和社会
文明的要求，有利于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儋
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那大镇党委书记陈海洁说。

共投资近40万元 颇具艺术韵味

村名指示牌成儋州那大风景旅游新 资讯

本报讯（记者黄能 特约记者黄玉
宁）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城石碌镇，一座因
铁矿而兴的城市，如今随着昌江旅游业的
逐步崛起，一批旅游项目正在这座城市兴
起，“铁城”即将华丽“变脸”。

今天上午，记者在位于昌江高速公路
出口的侯臣咖啡休闲驿站看到，前期工程
的咖啡厅、咖啡长廊、停车场等设施已经完
成主体建设，工人们正在对主咖啡厅进行
装修。有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占地面积50
亩，总投资5000万元，前期工程预计今年
8月即可对外营业，为昌江居民及来往旅
客提供一个放松、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侯臣咖啡休闲驿站、游客接待到访

中心建设正在推进，加上太坡十字路口
片区旧城改造，石碌很快就会有一番新
的风貌。”石碌镇党委书记周载恩告诉记
者，今年4月启动的旧城改造，项目用地
面积96亩，总投资约4亿元，将建设黎族
风情街、木棉酒店、农产品销售市场、安
置公寓楼等。不仅提升城市形象，还将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接待能力，
为明年主办“三月三”活动做准备。

就在昌江县政府行政大楼附近，该县
依托境内保梅岭森林生态资源，投资6个
亿建设的“城市中的热带雨林公园”宝瑞
森林公园一期工程正稳步建设中，将打造
集休闲、养生、度假为一体的旅游胜地。

昌江石碌重点打造一批旅游项目

“铁城”待客以柔情

本报讯（记者杨春虹 通讯员谢琛）
专程赴海南考察高尔夫旅游线路的台湾
旅游代表团日前结束为期3天的考察、
踩线活动。据悉，作为今年推动琼台两
地旅游业交流与合作、拓展台湾旅游客
源市场的重点活动，台湾旅游代表团此
次重点考察了琼北地区的高尔夫旅游产
品、线路和旅游景区（点），并与我省酒
店、旅行社、旅游景区负责人进行了深入
交流，并洽谈了相关合作项目。

台湾考察团一行42人此次重点考察

和体验了富力红树湾高尔夫球会和海口
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在昨天举行的海南
高尔夫旅游推介会上，我省向台湾旅游业
者推介了海南丰富的高尔夫旅游资源和
高尔夫旅游产品。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
任陆志远与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公会总会
创会理事长曾盛海、荣誉理事长姚大光就
加强琼台两地旅游交流合作、共促双赢发
展等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将进一
步增强两地高尔夫旅游业界间的交流与
合作，推动两岸高尔夫旅游产业的发展。

琼台举行高尔夫旅游交流合作 7月10日，三亚半山半岛度假酒店大堂，工作人员在操作电召出租车自助终
端为住客服务。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关于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
公 告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决
定》，现将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申请的
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及他项
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持有关证据到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市场处（二楼）办理异议登记或复查手续。逾
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

联系电话：68725340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4年7月2日

产权申请人 土地坐落 分摊土地面积 权属来源 原土地使用者

王喜胜 121.48平方米

海口市海
甸岛沿江
三东路北
侧

海口市房权证
海 房 字 第
HK413564 号
房屋所有权证

海南大通集团公司
（海口市国用（2008）字
第 001434 号土地证)

声 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一终字第9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撤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鄂

民一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二、停止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国贸北路）10号金融花园A101号、

A座二层等六处房产的执行……

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根据上述生效判决，在此声明：

违背上述终审判决，涉及房产转让、抵押、借贷、租赁等一切

行为均无效，特此声明。

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

2014年7月11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14年7月21日9：30时于我司拍卖大厅公

开拍卖以下标的：万宁市人民法院（1998）万执字第58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的第一项位于“万宁市万城镇建设南路东侧的一格三层房

产”权益。（该《民事裁定书》中的评估及抵债价与本次拍卖价无关）以

上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竞买保证金：2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前一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7月18日16：00时前，到我公司了解详

情，交纳竞买保证金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保证金交纳时间以报名

截止时间前，全款到账为准。

海南联合拍卖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北路金融花园A栋201室

电话：0898-66594962

招标公告
1、项目名称：海南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习艺楼）项目施工招标公

告；2、招标人：海南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3、招标代理人：三亚标诚建
设工程招标代理咨询有限公司；4、建设地点：海南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
所内；5、工程概况：本次拟建1栋“习艺楼”，总建筑面积7881.27平方米，
计容建筑面积7881.27平方米，占地面积1609.08平方米，建筑层数为五
层，建筑功能均为电子产品生产车间，层高均为4.5米，建筑高度24.3
米。招标控制价：14393821.60元人民币；计划工期：270日历天；6、申
请人资格要求：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的国内施
工企业，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
格。7、项目实行网上报名及发售招标文件，于2014年7月11日至15日
在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报名。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
元，施工图电子版200元，售后不退。8、具体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
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和《三亚市政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网》。
9、联系方式：联系人：林先生 电 话：0898-88275788

2014年7月11日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4）秀执字第258-260号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胡翠君、胡驮妹、胡翠味与被执行人
海口鸿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南阳光巴洛克实业有限公司、杨
浩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本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海口鸿才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现备案登记在案外人陈达义名下）位
于海口市秀英区海榆中线西侧阳光巴洛克广场的房产。（国有土
地使用证编号为海口市国用（2007）第 002294号，分别为1#
1501、3#1403、3#1104、3#904、3#1004、3#1304、3#1404、3#
1504、3#1503、3#1704、3#1703、3#203）。如对上述房产持有异
议者，请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二O一四年七月九日

一线海景旅游地产项目
诚 征 合 作

海南文昌一线海景旅游地产项目，位于海南三大城市湾

区之一，自然资源丰富，度假设施完备，规划面积40万平米，

千米银滩，万亩椰林，环境优美，交通便利，现面向社会诚招合

作伙伴，合作开发及项目整体转让皆可。

联系人：熊先生 13976344960

赵先生 181819717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