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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新 资讯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许春
媚 通讯员钟礼元）琼北旅游公共交易
平台自9月中旬正式上线运营一个月
后，其推出的琼北景区、酒店、线路等
300多个品类的旅游相关产品受到游
客青睐，成交额截至目前已超百万元，
这是记者今天从海口市旅游委获悉的。

据了解，琼北旅游公共交易平台
上线后，推出“琼北放价了”专题活动，

共有73家旅游商家参与，提供了涉及
景区、酒店、温泉、线路等300多个品
类的旅游相关产品。截至目前，该专
题共产生交易量 20567 单，交易额
128.83万元。

在本次专题中，销售排名第一的
是观澜湖温泉，累计销售温泉票1931
张，销售额20.05万元；其次是冯小刚
电影公社，累计销售门票 1741 张，销

售额9.04万元；第三是野生动植物园，
累计销售门票1526张，销售额7.46万
元。此外，火山口世界地质公园、文笔
峰等景区的门票销售量也都过千，销
量喜人。除了景区外，专题活动也带
动了琼北地区的酒店市场的销售，线
上直接成交的单价300元以上的酒店
客房达59间，预计直接和间接拉动海
口及琼北各市县酒店的销售量超过了

1000间。
记者了解到，本次专题活动的消费

者大多数都是散客和自由行人群，共有
6181位客人预订产品，分别来自海南、
广东、宁夏、青海、西藏等国内30个省区
市。其中，岛内游客有3424人，占比总
游客数的55.4%，岛外游客2757人，占
44.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琼北游对
岛内和岛外的游客都同样具有吸引

力。”海口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观澜湖、野生动植物园、火山口、文
笔峰等近郊有名气的景点成为了本岛
游客及广东等地游客假期出游首选，

“我们下一次在交易平台上推出的专题
活动，将会考虑从这方面入手，推出近
郊游产品，加入农家乐、采摘及农特产
品推荐、商务消费等元素，更大地带动
琼北旅游市场的运营。”

琼北旅游公共平台上线“满月”
推出300多个旅游产品，消费者遍及全国

本报三亚10月16日电（记者黄媛艳）10月15
日上午，为期3天的第九届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大会
暨国际邮轮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来自10个国家以及
国内20多个省市的400多位专业人士参会，大会还
吸引了100多家国内外参展商。

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旅游委获悉，作为重要的邮
轮母港城市，三亚市组织多个部门及凤凰岛、半山半
岛帆船港等企业组成代表团参会，积极开拓鹿城邮
轮旅游市场。

本届年会主题为“邮轮经济与区域发展”。3天
的会期内将举行行业政策论坛、行业领导者论坛、邮
轮城市论坛、区域发展与合作论坛、邮轮修造论坛、
邮轮人才论坛以及政府与邮轮企业圆桌对话会等多
项专业活动。

此次大会上，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
受国家旅游局委托编制的《中国邮轮旅游发展总体
规划》将在大会期间公布，并征求行业意见。

据了解，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大会自2006年10
月在上海首次召开以来，已分别在厦门、北京、三亚、
深圳（香港）、天津六个城市举办。

三亚组团参展第九届
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大会

本报那大10月16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郭
树护 王国智）“我们生意挺不错的，国庆‘黄金周’期
间刚忙完一阵，长假后每天仍然有很多游客前来。”
近日，儋州市那大镇“好日子农家乐”的彭老板兴奋
地对记者说。

近年来，儋州市那大镇由点到线的众多景点涌
来省内外大批游客。该镇不少农民抓住商机，在旅
游景区沿线建起了驿站式的“农家乐”食店，便利四
方游客小憩用餐。在那大城区的东侧乡村，有“好日
子”、“渔家村”等“农家乐”，接应泡兰洋温泉、游溶洞
回城的游客；城区南边的云月湖多家“农家乐”，迎候
游云月湖、石花水洞、海南热带植物园景区的客人；
城区北边的茶山村、石屋村等路口10多家“农家
乐”，满足了游军屯花果园、艰苦创业石屋村、见血封
喉千年古村、茶山生态村的客人；城区西侧的力乍
村、牛路窝等“农家乐”，受到游览鹭鸶天堂、玫瑰庄
园、江茂红色文化村、百年橡胶园、力乍客家风情村
及赴千年古盐田、东坡书院的返城客人的青睐。

据介绍，那大镇多个“农家乐”的果蔬鱼禽，均为
农家种养和野外采摘。

景区沿线布满本土餐饮店

儋州那大“农家乐”
与“乡村游”相得益彰

本报三亚10月16日电（记者黄媛
艳）备受关注的亚龙湾即将推出新玩
法。记者今天从三亚有关部门获悉，亚
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将投入近6亿元，
对湾区内4A级景区按照5A级景区的
标准进行升级改造，打造成为集特色美
食、海上娱乐、歌舞艺术为一体的特色
项目和欢乐不夜城。

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透露，为丰富游客的旅游度假体
验，该公司将投入近6亿元对亚龙湾

4A级景区，涵盖原中心广场、贝壳馆、
滨海公园、蝴蝶谷等，按照5A级景区
的标准进行升级改造，以滨海旅游为主
题，补充和丰富餐饮、娱乐等各项业态
为主，致力于打造成为亚龙湾特色美
食、海上娱乐、歌舞艺术的主要聚集地
和欢乐不夜城。

同时，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将从
11月1日起，对湾区内4A级景区升级改
造项目，面向全国征集景区案名，发放奖
金高达26万元的旅游基金（礼品卡）。

亚龙湾投入6亿元
升级湾区内4A级景区

三亚金秋旅游人气渐旺

错峰出行 尽享随性游走
图为10月16日游客在南山景区游玩。
眼下正值金秋时节，随着十一黄金周过后的错峰游兴起，三亚以宜人的气候和美丽风光引来大批游人前来观光度假，各

景区人气旺。南山文化旅游区在国庆长假过后，日均迎客8000多人次。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本报三亚10月16日电（记者黄媛
艳）记者今天从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
获悉，受三亚大茅隧道施工改造的影
响，车辆通行线路发生变更，海棠湾免
税购物中心免费巴士发车时间也做出
调整。

“大东海线”将从鹿回头广场到海
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其中鹿回头广场
首、末班车发车时间为9时30分和18
时30分，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首、末班
车发车时间为13时和22时，发车时间

间隔1小时；“亚龙湾线”将从亚龙湾广
场至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其中，亚龙
湾广场首、末班车发车时间为10时和
14时，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首、末班车
发车时间为15时和20时，每天往返各
2班次；“蜈支洲线”将从蜈支洲岛景区
到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其中，蜈支洲
岛景区首、末班车发车时间为13时和
16时，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首、末班车
发车时间为15时30分和19时，每天往
返各2班次。

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
免费巴士发车时间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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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是世界著名的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以全国1/25的耕地，生产出全国1/16
的粮食，同时承担了全国粮食出口任务的半数。全省已连续6年粮食总产稳定在
600亿斤以上、连续第11年实现丰收，“天下粮仓”正延续着丰收奇迹。

上图为70岁的榆树市五棵树镇种粮大户李军展示丰收的玉米。 新华社发

“天下粮仓”再创丰收奇迹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陈怡）
海南小额贷款公司多年来翘首以盼的接
入央行征信系统，在政策开放一年多以
后，终于在近期变成了现实。记者从省
金融办获悉，我省已有11家小额贷款公
司申请信用评级，待评级完成，达到
BBB级的小贷公司即可获得接入央行
征信系统的资格，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推
动我省小贷行业的壮大，助力“小微”融
资。

信用评级工作启动

金融机构发展的核心是风险控制，
然而小额贷款公司却因为无法接入央行
的征信系统，查询不到企业的贷款和信
用情况，艰难成长。

记者从海南省金融办、中国人民银
行海口中心支行获悉，为推动我省小贷

公司接入央行征信系统，海南已制定接
入的准入条件，要求信用评级达到BBB
以上的小贷公司才能申请接入征信系
统。目前，我省已启动小贷公司信用评
级工作，该项工作将于11月底完成，完
成评级的小贷公司可以根据需要申请接
入资格。

“我们已完成评级工作，评为信用
AA级，拥有申请接入的条件，正在准备
申请材料。”海南海口信源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吕向平称。

据了解，纳入央行征信体系后，小贷
公司对申请贷款企业的贷前审查周期可
大幅缩短，以前需客户自己打印征信记
录，要耗费好几个工作日，现在则可能只
要几分钟。

另一位小贷行业人士表示，小贷公
司真正期望的是未来能通过征信系统查
到客户是否在民间金融行业被多头授

信，如果小贷公司从事互联网贷款业务，
无论是什么样的形式，对于机构来说，都
能很真实地看到贷款人的信用记录，如
果未来P2P、担保公司等都能被纳入央
行征信体系，那么整个行业就能看清客
户是否涉及多重借贷。

不少小贷公司仍在观望

据了解，目前海南有30多家小额贷
款公司，但是仅有11家申请参加信用评
级，一些小贷公司面对已经正式开放的
征信系统，在是否接入的问题上又心态
微妙、犹豫踟蹰起来。

“除了央行审批因素外，不少小贷公
司自身还在观望。”吕向平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有些小贷公司出于客户信息保密
的想法，担心接入之后会对业务产生冲
击，对接入央行征信系统并不热心。

由于一些贷款客户在银行和小贷公
司都有贷款，而央行要求接入征信系统
的小贷公司业务信息全录入，但部分银
行担心客户涉及高利贷，明文规定凡是
在小贷公司有贷款的，一律采取不介入
的做法。一些客户担心，如果银行得知
其在小贷公司贷款后，很可能会对其停
贷，因此希望小贷公司不录入其贷款信
息。

“小贷公司宁愿不接入，也不愿流失
客户。”海口某小贷公司负责人说。

此外，作为接入征信系统的前提条
件和要求，小贷公司必须实时录入每笔
业务信息，出现错报、漏报、误报等情况，
将会面临央行处罚。

“上报信息存在问题，一旦被发现，
先要进行整改，如果整改达不到要求，还
会根据具体情况受到一定惩罚，不过具
体规定现在还不太清楚。”海口一家国有

小贷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长远来看，小贷公司只有接入央行

征信系统才能实现健康成长，而这也将
有利推动我省经济的发展。”吕向平认
为。

“小微”贷款的主力军

海南小贷公司经过几年的成长，已
成为“三农”“小微”贷款的主力军。根据
记者从海南省金融办获取的最新数据，
截至2014年6月底，海南省已开业的36
家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余额突破35.65
亿元，仅今年上半年就新增18.62亿元，
满足了1300多家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及农户的融资需求，有效缓解了海南小
微企业及实体经济的融资压力。

与此同时，海南省小额贷款公司今
年上半年缴纳各项税款达5000多万元。

海南小贷公司获批接入央行征信系统
申贷企业贷前审查周期可大幅缩短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华晔迪）国务

院国资委16日发布中央企业今年前三季度经营情
况显示，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8.3
万亿元，其中，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3万亿元。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18.3万亿元，同比增长4.2％，累计上交税费
总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5.6％；累计实现利润总
额1.1万亿元，同比增长6.6％。

对比前三个季度，中央企业在第二季度实现
的营业收入最高，为6.4万亿元。

央企前三季度
营业收入18.3万亿元

昨日市况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陈平）今天沪
深两市的走势可谓是活生生的股市版过山车游
戏。受欧美股市以及当天港股大跌的影响，今天，
两市大幅低开并低走，随后在逢低买盘的不断介
入下，转身震荡一路上行，午后则转身震荡一路向
下，终盘几乎又回到早盘起点。沪综指开盘
2361.13点，高见2389.68点，距本轮高点2391.35
只是一步之遥，收于2356.50点，跌17.17点，跌幅
0.72%。深成指收于8110.69点，跌87.43点，跌
幅1.07%；创业板收报1526.66点，跌幅1.23%。
两市成交放大，达4156.5亿元。

明天是期指交割日，交割日魔咒再度显现。现
货大盘早上强势拉升，下午直线跳水杀跌，这无疑与
股指期货当天的走势有很大关系。下跌主要动力来
源于权重板块地产、煤炭、有色金属等的全部走低。

专家分析认为，两市眼前的胶着状态不可能
长久下去，根据各方信息，两市的拉据战下周将决
出胜负。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两市冲高回落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陈
异涵）在“果粉”的期盼中，全网兼容的联通版
iPhone6于10月17日零点在海南首发，海南联通
在海口、三亚、儋州三地同时举行首发仪式，自有营
业厅、iPhone授权网点及网上营业厅同步销售。

iPhone6强力支持联通独有的“双4G双百兆”
网络，全兼容各种网络制式，为用户带来FDD-LTE
峰值150M/bps及TD-LTE峰值100M/bps的极
速网络体验。自10月10日零时开启预售以来，
iPhone6和iPhone6 Plus预约非常火爆，据统计，
目前两款手机海南预订数量已达到8030台。

联通版iphone6海南首发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10月
17日打开。受原油需求疲软和供应充
裕等因素影响，近期国际原油价格持续
走低，带动一揽子原油价格变化率继续
负向扩大。市场预计，国内成品油价格
将迎来史上首次“六连跌”。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16日最新发

布的数据显示，10月15日一揽子原油
价格变化率为负5.98％。预计本次国
内汽柴油价格将于17日24时起下调，
下调幅度在每吨290元左右，测算到零
售价格每升将下调超过2角。

如果下调成行，这将是今年7月以
来连续第6次下调国内汽柴油价格，也

可能是今年以来成品油价格下调幅度
最大的一次。市场机构隆众石化网的
分析报告认为，预计近期国际原油价格
可能继续在低位震荡，不排除国内汽柴
油价格出现“七连跌”的可能。

记者 安蓓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成品油价格将迎“六连跌”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记者
王立彬）国土资源部16日公布监测数
据显示，2014年三季度，全国主要监测
城市综合地价环比增速为0.78％，连续
第三个季度放缓，较上一季度下降0.58
个百分点。全国主要城市地价开始进
入“新常态”下的合理市场波动区间。

报告显示，2014年三季度，全国主
要城市综合地价水平保持微幅上升，环

比同比增速持续放缓；与商服、工业相
比，住宅地价环比增速回落幅度最为明
显。主要监测城市中，综合、住宅地价
环比下降的城市数量升至两成。预计
四季度土地市场总体平稳，商业、住宅
用地价格继续保持高位调整态势，工业
地价平稳上涨。

全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项目负责
人、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价所所长

赵松说，三季度城市“限购”政策取消
或放松，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房地产市场化调整正在
成为经济运行“新常态”组成部分，进
而带动地价的市场化波动。房地产市
场作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土地价格
在消除行政干预背景下围绕自身价值
合理波动，是房地产市场及宏观经济
正常运行的表征。

城市地价进入“新常态”波动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