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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标 公 告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海口市五源河学校项目已由海口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以市发改社发函（2010）66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海口市教
育局，招标人（代建单位）为海口市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建设资金为政府
投资，出资比例 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招标代理为海南诚建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
围：（1）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海口市长流起步区长滨西二街与长滨六路交
界处，新建五源河学校一座，总建筑面积48758m2，总投资约20286.25万
元，建安费约14862.07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图书综合楼、实验
楼、学生宿舍、行政办公楼、风雨操场（食堂）、运动场、停车场、道路工程
（含两块地块间的规划路）、照明工程、消防工程、绿化工程等其他配套工
程。本次招标共分勘察标、设计标各一个标段。勘察工期20日历天，设
计工期30日历天。（2）招标范围：勘察标为详细勘察（含测量、管线调查）
及后续服务等；设计标为基坑支护及降水设计、方案设计及估算、初步设
计及概算、施工图设计（含施工配合服务）、节能评估、景观绿化、配套设
计等，具体设计范围详见招标人设计任务书。3.投标人资格要求：（1）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勘察标要求具备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
（含）以上资质，项目负责人为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注册土木工程师（岩
土）资格。设计标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行业（建筑工
程）甲级（含）以上设计资质，项目负责人为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一级注
册建筑师。（2）省外企业须具备《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
册》且业务范围符合本项目的资质要求。（3）不接受联合体投标。（4）投标
单位须提供经当地（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注册所在地）检察机关查询后出
具的关于单位、法定代表人、拟派担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
档案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期内）。4.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4年9月
16日起从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www.hkcein.com）电子招投标专区下
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500元/本，在递交投标文件时缴纳，招标文件售后
不退。5.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10月8日8
时30分，地点为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
心附楼开标大厅。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中国采购
与招标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网址：www.hkcein.com）上
发布。联系方式：招标人王工66515970；招标代理洪工68539829；海口市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大厅66156091。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69、70号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办理的（2014）美执字第750号尹瑞鹏与

李亚民公正债权文书纠纷一案、（2013）美执字第1838-1号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海甸支行与梁逸南（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中，受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

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司对以下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1、海口市

四东路26-1号伟达雅郡2、3号（逸雅轩、尚雅轩）2﹟1804号房产（证

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216077号），建筑面积221.36平方米，

参考价：155万元，竞买保证金：35万元。2、海口市海甸五西路南海大

厦 1102号房产（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32625号），参考

价：66万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1、拍卖时间：2014年10月9日上午10:00时；

2、拍卖地点：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

15A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

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10月8

日17:00时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4年9月28日12:00前到账为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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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银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69号、(2014)海中

法拍委字第70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

自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13519892888 0898-68598868
传 真：0898-68539913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00691

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41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海南华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与李亚
民、崔学云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
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位于海口市海秀大道滨濂村三友新村A1幢一
层的房产（证号：HK147277，建筑面积：1824.75平方米）进行公开拍
卖。参考价：920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
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4年10月14日10:00；2、拍卖地点：海口
市国贸大道海南国际贸易商务大厦C座703室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
公司拍卖大厅；3、标的展示及竞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
至2014年10月9日17:00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4年
10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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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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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海口分行；银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41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别
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
构：海南元宏拍卖有限责任公司；电话：66512838 传真：66503148；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招标公告
招标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招标代理：深圳

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概况：乐东县利国镇水桶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建设规模669.47公顷，新增耕地面积250公顷，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土地翻耕 334.70公顷，灌排沟渠 2839m，田间道路
25787m，以及相配套桥涵设施；计划工期：365日历天。招标范围：
①施工标：土地平整、农田水利、道路工程及配套建筑物工程，具体
事宜以施工图纸和施工合同为准；②监理标：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
全过程监理。资格要求：①施工标：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
力；②监理标：具备水利工程监理丙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
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监理能力。文件获取：有意投标者，请于
2014年 9月 15日至 2014年 9月 19日在 http://218.77.183.48/ht-
ms 购买招标文件。联系人：刘先生36301709（注：详情请登录海南
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招标大厅招标公告专栏查询）

招标公告
招标人：乐东黎族自治县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招标代理：深圳市

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项目概况：乐东县利国镇红五土地开
发整理项目，建设规模206.87公顷，新增耕地面积109.33公顷，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土地翻耕面积109.76公顷，灌排沟渠1997m，田间道路
21121m，以及相配套桥涵设施；计划工期：365日历天。招标范围：①
施工标：土地平整、农田水利、道路工程及配套建筑物工程，具体事宜
以施工图纸和施工合同为准；②监理标：施工阶段及保修阶段全过程
监理。资格要求：①施工标：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
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②监理标：
具备水利工程监理丙级及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
有相应的监理能力。文件获取：有意投标者，请于2014年9月15日
至 2014年 9月 19日在 http://218.77.183.48/htms 购买招标文件。
联系人：刘先生36301709（注：详情请登录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
中心招标大厅招标公告专栏查询）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2014）海南一中法拍字第47-1、49-1号

关于申请执行人谭绮雅与被执行人屠建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本院辖区陵水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日作出（2013）陵执
字第83-5号执行裁定。裁定变卖被执行人屠建章以下房地产：

1、位于海南省陵水县英州镇清水湾A09-1区 SA3幢 5层
510房屋一套（该房屋合同备案号为A00008203)，变卖价格为：
1296286.72元人民币。

2、位于海南省陵水县清水湾碧晴度假城A16-1区二期F-10
型3层305房（该房屋合同备案号为A00008201），变卖价格为：
755147.52元人民币。

变卖该两套房产所产生的税款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由买受
人与被执行人屠建章各自缴纳各自的税费。

有意购买者应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天内，到本院司法技术
处报名和缴款（联系人：张鹂，联系电话 0898- 65301058、
65301137），变卖方式为：报名并付清款项者优先。缴款单位名
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美兰支
行；账号：39270188000052543。缴款用途处按顺序填写：购买人
姓名或单位名称、（2014）海南一中法拍字第47、49号变卖款。

特此公告
2014年9月15日

全产业链模式束缚企业转型
企业期盼健全商品监督、维

权、自律、协调服务机制等

“海南特产销售依赖购物店、基本限于礼品
市场及节庆市场，这一状况迫切需要得到改
变。”胡卫东分析，目前海南特产行业市场单一，
新市场开发不足，应由单一市场向系统化市场
转型，积极开拓常态消费市场，注重电商销售。

胡卫东建议，传统的全产业链模式需转型，
需由资源开发驱动向能力要素开发驱动转型。
目前海南90%的企业都是全产业链企业，设
计、生产、销售于一体，未来的行业分工会进行
深度转型。“结合国内外全产业链模式正在衰退
的情况，估计10年内，50%的全产业链模式企
业将被淘汰。”

何为能力要素开发驱动转型？能力要素包
括客户关系能力、知识能力、物资能力等。“客户
关系能力强的企业可以专做市场，知识能力强
的企业可以从事产品研发。”胡卫东说。

海南三亚古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于转型
之喜深有体会。在发展初期，该公司专注于椰
雕生产。随着企业的发展，公司将生产分包出
去，只负责营销和设计。“如果什么都想做，什么
都做不好，企业早死了。”余贤栋总结道。

不过在转型过程中，令海南特产企业最为
头疼的是，海南特产开发、设计、生产、销售严重
脱节。

这一现状是：各个企业各自为政，设计能力
强的与营销能力强的各做各的，缺乏行业交流
与合作。一些企业呼唤加强行业合作，打造公
共服务平台。

海南特产企业中，年营业额在500万元以内
的占80%，小企业很难自己去做销售，需要借助
品牌推广平台。借鉴“北京礼物”等的成功经验，

“海南正在加快土特产品、名优商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力度，以‘海南礼物’打造海南购物的新形
象。”省长助理、省旅游委主任陆志远近日表示。

“北京礼物”是北京市旅游委按照“政府扶
持、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的原则 ，整合社会资
源提出的北京旅游商品的发展理念和专属品
牌。到2014年，北京礼物专营店已在八达岭、
圆明园、颐和园、世界公园、前门大街、北京海洋
馆、水立方、中央电视塔、王府井步行街、T3航
站楼、天坛、北京火车站等多处著名景区、商业
街区、机场、交通枢纽等地落户，销售具有统一
认证标识的“北京礼物”特色旅游商品。

岛外市场开拓上，海南不少特产企业已在
积极行动，如海南南国食品正在探索在岛外开
展连锁经营，建立产品标准、服务标准、形象标
准等。

转变观念，海南特产之路更宽广。
（本报海口9月15日讯）

海南数千家特产企业，进行品牌建设的不到0.6%，不少海南特产选择在外地加工

特产大众化“特”字不能丢
■ 本报记者 罗霞 柏彬 实习生 吴小璠

今年的中秋节，月饼礼品市场遇冷
已经不再算是新鲜事。与之相反，脱下

“高大上”外衣、走平民路线的琼式月饼
却大受欢迎。

面对礼品市场的萎缩、旅游购物模
式的变革等，如今在海南，特产大众化、
休闲化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由于产
品研发不够、加工能力明显不足、品牌缺

失、市场营销欠佳等问题，不少想尝试
“大众化路线”的特产企业，所生产出的
产品同质化严重，没能在“特”字上做好
做足文章。

特产专卖店开进社区
从游客消费走向大众消费，

是特产行业发展的趋势

特产专卖店，一贯以来特别青睐景点景
区、大型商超这些人气爆旺的地方。而近日，
记者在位于海口海德路的一家定安特产专卖
店内看到，黑猪肉粽、花生油、火山香米等特
产琳琅满目。“产品销量还不错，基本上每天
都有人来买黑猪肉粽等。”这家特产专卖店店
员介绍，附近有很多居民前来购买特产，回头
客不少。

定安特产专卖店出现在社区，在一些业内
人士看来，其实是海南特产顺应大众化需求的
一大表现。

这种顺应，其实颇有一种无奈的味道。
在过去的旅游模式中，强迫进购物点购物

赚取回扣、人头费，是旅行社、导游赖以生存的
一种模式，同时也是大部分旅游商品销售的重
要渠道。去年10月1日，酝酿了30多年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如期而至，强制购物行
为被明令禁止。海南传统的购物点，如珍珠、
竹炭、水晶、特产商场等，一时间门可罗雀、生
意冷清。

根据海南省旅游商品企业协会今年初的调
查，文昌椰雕产业已经完全停业的企业占70%
以上，保留性不定期生产企业占10%，产品转
型性企业（主要为省外粗加工）占20%。屯昌的
水晶产业，80%企业已经放假休息，保留性不定
期生产企业占20%。岛服企业保留生产的不到
5家，可以保留性生存的仅为2-3家。黎锦、特
色食品、热带作物、咖啡、胡椒、海产品干货、茶
叶、珍珠、民间艺术品、沉香、花梨木等相关企
业，同样陷入困境。

“为什么海南特产不能像武汉周黑鸭、河
南‘好想你’枣、四川榨菜等一样进入家家户
户？”从事海南特产行业已有20余年的海南南
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惜，最近在一
次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刘汉惜看来，
大众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海南特产行业市场亟
待开拓。

“海南黄灯笼辣椒没有贵州‘老干妈’家喻
户晓，从中可以看出海南特产在产品创新、市场
开发、品牌培育等方面的不足。”省管理现代化
研究会会长胡卫东认为，海南特产正处于成长
的瓶颈期，必须进行深度转型。

“从游客消费走向大众消费，是未来海南特
产行业发展的一大重要趋势。”省旅游商品企业
协会会长余从武指出，随着散客时代来临，以质
量与服务取胜必成旅游商品市场主流，“海南特
产行业必须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包装、营
销、品牌等整个产业链，全方位提高档次，提高
品位，提高效益。”

岛服逐渐被边缘化
专家：海南特产向大众化转

型，需充分考虑大众消费需求

海南特产资源丰富，目前我省一些特产企
业正着手选择或研发品质稳定、适合大众消费
的产品推广全国。

“海南椰子油、茶叶等很有市场潜力，可以
作为日常消费品销售。”余从武提出，海南特产
向大众化转型，需充分考虑大众消费需求。“海
南岛服之所以被边缘化，其中一大原因便是岛
服的设计没有真正考虑游客的需求。”余从武
说，游客在海南旅游的时间短，而离开海南后，
岛服难用于日常生活着装。

在进行产品创新、推出适销对路的海南特
色产品过程中，我省各家特产企业遇到的困难
真不少。

曾被列为“天南贡品”的椰雕，曾经是海南
旅游商品中的主角，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传
统的椰雕工艺开始被人们淡忘。“海南传统椰
雕正处于萎缩状态，缺乏创新的力量。”海南三
亚古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余贤栋感慨
道，一方面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椰雕生产，
另一方面椰雕生产与营销脱节，懂手艺的不懂
营销，懂营销的不懂手艺。

“只在海南卖椰雕的话，市场比较窄，销售
量不大。但如果将海南椰雕推向国际市场，又
因工艺水准等方面的劣势，产品竞争力不及菲
律宾、印尼等地的产品。”余贤栋说。

余贤栋认为，海南椰雕产业要满足国内市
场的需求，所研发的椰雕产品必须与生活用
品、家居产品相结合，否则消费量有限。

在海南不少特产企业研发能力有限的情
况下，省旅游商品企业协会正牵头在海南建
立海南旅游商品研发中心，希望打造旅游商
品公共服务平台，促进行业交流，提升行业研
发水平。

不少海南特产是“外地制造”
自主开发产品动力不足，企业

不愿“吃螃蟹”，只想“做模仿者”

海口家乐福、大润发以及一些特产专卖店
内，各种各样的海南特产让人目不暇接，然而令
人遗憾的是，不少海南特产并非在海南加工，仅
属于在海南分装销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介绍，海南
不少椰子粉生产厂家，其在海南没有椰子粉加
工生产线，所售的椰子粉是从印尼、马来西亚等
地购进后进行分装销售；海南尚无菠萝蜜干等
加工生产线，所售的菠萝蜜干来自越南等地，在
海南属于分装销售；海南咖啡粉不少产自老挝、
印度等地，属于在海南分装销售；海南水海产品
众多，然而市面上的海南鱼糜制品、休闲食品、
罐装食品等缺乏，销售的海南水海产品加工品
中，很多属于在外地加工。

“海南做旅游即食水产品的内销企业没几
家，而且这些企业在硬件等方面档次低。”省海
洋与渔业科学院相关负责人朱海说，因为开发
生产休闲水产食品等需要投入不少资金，鲜有
企业愿意“第一个吃螃蟹”，不少企业寄希望于

“做模仿者”。
这一现状带来的问题不少。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春光强调

说：“自主加工的缺失，使海南特产企业陷入了
恶性循环，无法做大企业，也没能力转型升级。”
据介绍，实现自主加工的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利润率，从而使得企业有资金进行技术
创新、品牌推广、质量管控等。

胡卫东提出，我省应从比较优势原则出发，
把我省有优势农产品中的热带农产品，如橡胶、
香蕉、椰子、槟榔、菠萝加工业以及山区特色农
产品加工业加以重点扶持和发展，培育一批优
势农产品精深加工大型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特
色专业化生产区域和加工园区。

数千企业大多没有注册商标
业内人士：市场混乱，无行

业标准，制约品牌打造

根据北京方圆品牌营销机构跟踪了解，特
产行业，大多企业在一个地区，使用统一地域名
称，销售着相同的产品，普通消费者根本无法区
分。同质化是这几年来市场竞争中提及率最高
的词语之一。

在特产领域，只有树立品牌才能让消费者
辨别清楚，产生信任和忠诚。然而在海南，据业
内人士提供的数据，海南特产企业达数千家，进
行品牌建设的不到0.6%，大部分企业没有注册
商标。

在研究企业的品牌与营销问题中，海南北
斗星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聂德刚发现一个规
律：基本上所有成功的大品牌，都是走的单品突
破的路线，即依靠一款或一种产品打天下，在品
牌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产品系列化，用产品
品牌带动企业品牌的成长，再用企业品牌带动
新产品品类的成长。

“品牌的基本逻辑是：一提到某个品牌，你首
先想到的是某个产品，而不是某个企业。”聂德刚
建议，一直专注经营海南特产的老牌企业，可以
选择或研发一种口味独特、品质稳定、工艺成熟、
适合大众消费的产品，把它当作一种大众食品去
打品牌、去做营销，不让其淹没在“特产”中。

“市场混乱，没有行业标准，制约着品牌的
打造。”业内人士指出，在海南，任何一种新的旅
游商品一上市，马上就会遭到仿冒。椰仙的苦
丁茶、纨美贝艺的椰壳手表、椰派的饰品、白沙
绿茶、海南岛服等，都难逃被仿冒的厄运。我省
一些特产企业提出，开发一个新产品，要耗费研
发者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而且市场上低劣的山
寨产品势必影响人们对品牌甚至整个海南特产
的印象，建议政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维
护研发者的合法权益。

趋势

产品 加工 品牌

营销

特产只有树立品牌，才能让消费者辨别清楚，并产生信任和忠诚。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由于缺乏创新力量，海南传统椰雕产
业正处于萎缩状态。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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