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速 递

据悉，从7月15日起，《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
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将全面启动实
施，空调、冰箱等多达17种家电产品将免除出口检
疫步骤。业内称，这将大幅降低家电出口产品的成
本和时间，也是国家层面首次推动家电企业国际
化的举措。

据公告附录显示，今后无需出口检验检疫的
产品包括空调、冰箱、净水器、微波炉、电饭煲、电
烤箱、滴液式咖啡机等共计17项。

“之前出口需要层层盖章，为了一个出口资格，
要不断地周旋，既耗时又耗力。”一位不愿具名的空
调企业负责人指出。砍掉这一流程后，家电企业
在出口过程中成本能够有效缩减，增加了海外市
场的竞争力。对于免检能否保证质量，国家质检
总局方面回应称，今后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还会
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抽查检验。（来源：北京商报）

互联网
电视牌照停止发放

家电业年内
首个救市政策本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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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不仅是球迷们的欢乐时刻，
也是消费者和电商大佬们的盛宴。与
此同时，一年一度的暑假促销如期而
至。在这个销售的黄金期里，各大电商
瞄准商机，推出丰富多彩的促销手段和
营销战略，希望在市场上大捞一把。今
年的暑促亦是如此，声势浩大强势出击
之余，电商们更是另辟新径，掀起消费
热浪。

暑期来临 网购升温
在不少传统商业看来，暑假本来

并非传统的商业旺季，毕竟炎热的夏
天也不利于消费者出门购物。但是随

着网购时代的到来，伴随着互联网科
技和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以其优质、
低价、便利、高效，越来越受到民众特
别是讲究时尚的年轻人的钟爱和青
睐，网购愈来愈趋于社会常态，参与人
数大量增加。

随着高考、中考和各学校期末考试
相继结束，学生成为了各大电商竞相争
夺的消费者群体，据不少电商业内人士
表示，学生群体一直是服装和3C品类
的主要消费群体，而在暑假期间，将极
有可能带动相关品类产品的销售。

此外，今年的暑期恰逢四年一度
的世界杯盛事，无论对于商家还是消

费者而言，无疑带来了巨大的消费动
力。据资料显示，在世界杯的热潮推
动下，零食和酒类的销量也是节节攀
升，随着世界杯的比赛进入最后的高
潮，电商将从这场绿茵盛宴中得到更
多的眷顾，也将推动网购促销进一步
升温。

全行参与 品类多样
如果说往年的电商暑促只是淘宝、

京东、亚马逊等少数大电商平台之间的
较量，那今年的暑促则是一场全电商行
业的“豪门盛宴”，提供给网购一族选择
的促销品类也更为丰富。

B2C快消品电商1号店就打出“挑
战8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口号，在7月
期间1号店将陆续发起50万升油、20
万件连衣裙、300万件卷纸、40万瓶洗
发水、50万件坚果、100万瓶瓶装水、80
万瓶洗衣液以及10万台手机5折吉尼
斯世界纪录挑战赛。暑假正是不少人
选择出游的时间，世纪佳缘就联合携程
推出“相亲游”，网友们可以在歌诗达
游轮维多利亚号上享受为期5天的游
轮游。紧贴年中大促步伐的还有优购
网，据介绍，为了提升年中大促的吸引
力，优购时尚商城内的国际大牌纷纷血
拼低价出场。

7月19日，海南国美斥巨资打造的
超级大店——“海府旗舰店”将正式开
业。作为椰城首家超级家电购物中心，
海府旗舰店的卖场面积近七千平米，商
品数量超过3万件，创海南家电卖场之
最。海府旗舰店将为顾客提供前所未
有的一站式购物和服务体验，是一家真
正意义上的体验式卖场。日前，在本报
记者对海南国美总经理周志坚的专访
中，他畅谈了这家超级大店对国美的战
略意义。

占领区域竞争制高点
谈及即将开业的海府店，周志坚难

掩兴奋之情。作为总策划，他认为战略
大店的打造是家电零售行业未来必然
的发展趋势。

他表示，“战略大店”的策略是基于

海南国美在家电零售行业九年的积累，
以及对市场环境、经济形势的分析，通
过不断努力，今年国美与物业进行了有
效沟通，将经营面积扩大到了七千多平
米，终于成功在即。“家电卖场不可能像
超市一样到处开店，因为成本太高，展
示效果差，不能体现家电发展的规模效
益。这种超大面积的旗舰店，产品更丰
富，能够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海南国
美之所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来打造海府店，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商
圈有很多优势，消费潜力巨大。”周志坚
将此策略称为“靶向运作”。

有竞争才能共促繁荣
如今，海南家电零售行业的竞争日

趋激烈，从门店之争到价格之争可谓
“寸土必争”。但在周志坚看来，竞争是

好事，是商家之间的相互促进。“如果没
有竞争，市场经济就丧失了活力。”他以
如今已相对成熟的新华南商圈为例，该
商圈最早是几家当地家电连锁，随后国
美落户后，直接带动了周边经济，如今
新华南已成为海口地区家电一条街的
旗帜。但他同时指出，恶性竞争对企业
对整个家电行业伤害都很大：“恶性竞
争让很多企业过分依赖价格，依赖节假
日的阶段性促销，这不利于行业的良性
发展。企业如果没有正常的盈利，将没
有资金投入产品的更新换代，服务也不
能有效提升，最终导致企业被淘汰出
局，而最终受伤害的是广大消费者。”

对于国美海府店携全新的经营理
念打造海南第一家超级旗舰店、周志坚
非常有信心，“优质的硬件环境，全新的
服务理念、完善的各种配套设施都对消

费者有巨大吸引力。可以预见，海府路
将成为椰城家电卖场的又一个新兴商
圈。”

细分市场“靶向”运作
谈及海南国美未来的规划，周志坚

坦言：“发力单店质量、加快网络开发、
门店硬件改造是重点。”他表示，战略大
店仍是未来的开发重点，可通过旧店的
改造扩大来进一步优化门店质量，以此
增大投入产出比。今年国美将进一步
细分市场，除了海南市场和二级市场，
国美将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市场定义为

“一级半”市场。而这个“一级半”市场
是网络开发的重点。此外，周志坚还透
露，明年底之前，国美将完成对海口周
边十二个市县的覆盖，某些经济发达的
县级市将开多店。

针对此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函整顿
互联网电视盒子内容一事，日前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罗建辉在参加
某论坛时给予证实和重申，并明确表示集成牌照
（即互联网电视牌照）将不再发放。

据了解，互联网电视是广播电视形态的一种，
内容制定和平台播放都需要相应的牌照。其中平
台播放需要互联网电视牌照，目前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共发放了两批7张牌照。关于互联网电
视牌照的停止发放，中国家电商业协会营销委员
会执行会长洪仕斌认为，此举将促进互联网电视
牌照商加强内容方面的建设。（来源：中国家电网）

国美精耕单店“靶向”运作
——海南国美总经理周志坚畅谈战略大店

总裁 谈访

这 个 夏 季 ，

各大电商正如火

如荼地积极上演

着 暑 假 促 销 大

战，花样层出不

穷，产品琳琅满

目，活动眼花缭

乱。最后，究竟

鹿死谁手，谁又

能脱颖而出成为

最大的赢家或是

黑马？既然大幕

已经拉开，让我

们拭目以待。

暑促开幕
电商勇当先锋

经三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定：本公司分立。本
次分立的形式为派生分立。三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分立为三亚金厦
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和三亚诚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立前三亚金厦产
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3300万元，实收资本为3300万元。

分立后，三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300万元，实
收资本为2300万元；三亚诚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实收资本为1000万元。

分立后，原三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分立后的三
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承继。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
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三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4年 6 月 24 日

三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派生分立公告减资公告
三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200000027483）,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1000万元注册资本，注

册资金由人民币3300万减少至人民币2300

万，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三亚金厦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24 日

中标公示
于2014-07-08日在海口市琼苑宾馆三楼2号会议室进行公开招

标，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
经评标委员会推荐：1、临高县加来镇兰栋村乡村道路工程（施工标）：第
一中标候选人：江西铜安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江西省
国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广西恒辉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2、临高县加来镇知县村乡村道路工程（施工标）：第一中标候选人：
江西铜安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江西省国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广西恒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3、临高县加来
镇兰栋村乡村道路工程、临高县加来镇知县村乡村道路工程（监理标）：
第一中标候选人：广东城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河南
宏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金华宇工程监理有限公
司。公示期：2014年7月11日至 2014年7月15日，如有异议请在公
示期内向临高县纪检监察局投诉，投诉电话:0898-28284513。招标
人：临高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3976750000。招标代理：福建华广工
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0898-68580027

中标公示
临高县中医院改扩建项目（设计标）于 2014-07-08日在海

口市琼苑宾馆三楼 2号会议室进行公开招标，已按照招标文件

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

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湖南城市学院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南方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三寰城镇规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公示期：2014年7月11日至 2014年7月15日，如有异议请在

公示期内向临高县纪检监察局投诉，投诉电话:0898-28284513。

招标人：临高县项目管理中心13976750000

招标代理：福建华广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0898-68580027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2014年公开选取
6家公路养护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公告

我局拟公开选取6家招标代理机构组建招标代理库，入库有效期为
一年。公告如下：一、招标代理项目：由省交通运输厅审批给省公路管
理局且实行招标的公路养护工程项目。二、招标代理机构资质条件：1、
具备住建部核发的工程建设招标代理甲级资质和国家发改委核发的中
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乙级及以上资质；2、2012年至今完成5个或以上
公路工程(不含市政工程)项目的招标代理业绩。三、报名时应提供以下
材料：1、填报《招标代理机构公开选取申报表》一式二份（登陆www.hi-
glj.com下载专区下载）。2、非本省工商注册企业需提供所在地省级建
设部门或发改部门无不良记录证明。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原件、资
质证书（副本）原件、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应是申请人分
支机构人员）身份证原件，本单位注册的路桥工程师和公路造价师各1
人（承诺到位），以上证件加盖公章的彩色复印件（A4）和单位介绍信。
4、公路工程招标代理业绩证明材料（代理合同、中标通知书和业主服务
满意证明）。四、有意参加者请于2014年7月11日至15日（3个工作日
内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00）到海口市龙华区滨贸路18号
省公路管理局工程科（办公楼205房）报名。联系人：廖工；联系电话：
66797115；监督机构：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审计监察处；电话：0898-
65343056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招商公告
现有以下项目拟公开招商，选择总代理单位，欢迎符合条件的有

意愿单位参加本次招商活动。
1、项目概况：海口向荣花苑项目位于秀英区向荣路北侧，由三块

土地组成，土地面积分别约为12338m2、12332m2、16527m2。项目拟
建设高层住宅，总建筑面积约 75658m2。其中：计容面积约
62658m2，地下面积约13000m2。项目拟配建车位约630个，其中地
下约330个，地上约300个。

2、申请人资格要求：（1）在国内依法注册登记并有效存续的内
资企业且具有房地产开发或销售代理资格，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1000万元，并提供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信证明（报名当
日提供在公告期间开具的银行资信证明）。（2）代理单位（或其出资人
及主要团队人员）开发、正在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建筑面积不少于10万
平方米；或代理销售的房地产项目建筑面积不少于10万平方米。（3）
缴纳投标保证金200万元人民币（本项目挂牌公告期内须到达招商
人和招商受托人共管账户）。（4）承诺完全接受本《指引》关于代理公
司资格、总代理条件、不可谈判条款以及操作程序等方面的所有规定
和要求。（5）本项目招商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3、报名起止时间：2014年6月27日至2014年7月24日（法定公
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报名截止时间为2014年 7 月24日17时30
分。

4、报名地点：海口市秀英区和谐路16号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二楼投资部。

5、比选方式：向社会公开竞争性招商，由符合条件的意向总代理
单位提供项目的概念规划方案和商务报价文件。最后对意向总代理
单位的概念规划方案和商务报价文件进行综合评定，最高分者确定
为总代理单位。

联系人：杨经理 何工；电话：18976536520，0898-68556522；
13976954019，0898-68568455；传 真：0898-68556533

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7日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土环资告字[2014]1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第39号令）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
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等要求
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市红塘湾旅游度假区控规 C-06、C-07和 D-01地块，总面积 149785.58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总面积

149672.98平方米）。其中，控规C-06地块面积73510.14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73454.79平方米）；控规C-07地块面积7963.80平方
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7957.75平方米）；控规D-01地块面积68311.64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68260.44平方米），其中居住用地占
70%，面积 47818.148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47782.308平方米），商业用地占 30%，面积 20493.492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
20478.132平方米）。该宗地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用地勘测定界图。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运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与监管系统加强土地供
应和开发利用监管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26号）及三规用地函〔2014〕45号文，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
请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
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
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
的。（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
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
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
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75400万元整（以入账为准）。竞买人交
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格的审查。（三）竞买申请人
可于2014年 7 月11 日至2014年 8 月8 日到三亚市房地产交易管
理所（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四楼办公室）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
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
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
间为2014年8 月 8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

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将在2014年 8 月
8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活动在三亚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所六楼土地交易市场进行。挂
牌时间为：2014年 8 月 1 日09时00分 至 2014年 8 月 11 日16时
30分。（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
竞价，通过现场竞价按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六）本次竞买活动
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成交价款
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八）其
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
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霍先生（13807522091）
地址：三亚市河东路174号
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7月9日

控规
编号

C-06

C-07

D-01

小计

土地面积
（m2）

73510.14

7963.80

47818.148

20493.492

149785.58

用地规划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国标代码：R21）

二类居住用地配建学校用地
（国标代码：R22）

二类居住用地（国标代码：R21）

商业用地（国标代码：C21）

/

使用年
限（年）

70

50

70

40

/

容积率

1.0<容积
率≤1.05
≤0.8
1.0<容积
率≤1.2

≤1.2

/

建筑限
高（m）

≤30

≤30

≤40

/

建筑密
度（%）

≤30

≤25

≤30

/

绿地率
（%）

≥35

≥40

≥35

/

评估单价
（元/m2）

5084

1233

5261

5803

/

评估价格（万元）

37372.5552

981.9365

25157.1277

11892.3734

75403.9928

规划备注

该地块须配建社区卫生服务站、
社区服务中心、幼儿园

该地块用于建设小学

该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住混
合用地（国标代码：C21/R21），
其中居住用地占70%，商业用地
占30%。须配建邮政所、汽车场
库、电信模块局、10KV开闭所

/

规划指标

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47、48、49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
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下列标的：1、
位于海口市白坡里96号房屋第四层160.29m2房产及相应土地使用
权，参考价：86.2225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2、博亚养殖场
22.3467公顷海域使用权（证号：国海证 114600056）和 21.8433公
顷海域使用权(证号：国海证 114600057)，海域使用权终止期限为
2016年7月10日，参考价：7.8万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3、车牌号
为琼ABR298东风起亚福瑞迪轿车一辆，参考价：5.5万元，竞买保证
金：1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4年7月29日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12B海南鑫一拍卖有

限公司拍卖大厅；
3、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7月 25

日17:00时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4年 7月 25日 12:00前到账为

准；
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4年 7月 25日 17:00

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帐号：34010155260000167；
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47、48、49号竞

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

自承担。
拍卖机构：海南鑫一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大同路36号华能大厦12B
电话：0898-66776139 13976325853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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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军工股成最耀眼明星
下半年最重磅主题投资呼之欲出

军工产业技术升级
民参军面临历史性机遇 (P13)
不破不立 2100点攻城战打响 (P04)
夹板式反弹空间有限
新一轮牛市明年开启 (P08)

(P07)
操盘手实战手记:
锁定市场热点股 纵向延伸抓涨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