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规格：
跨省联合推介海南旅游地产

8年前，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首开先
河，举办岛外房展，绩效突出，反响强
烈。从此，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扛起“中
国海南国际旅游地产文化节”的大旗，
跨越琼州海峡，在神州大地的版图上，
谱写了岛外房展的新篇章。

而此次，适逢今年7月17日至20
日，甘肃日报报业集团举办“2015中国
西部（兰州）休闲博览会”，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将与其携手，开辟“海南旅游地
产精品馆”，又一次集结海南地产军团
北上，将延续历届岛外房展旺势。

还是此次，规格持续提升。据主办
方介绍，2015中国西部（兰州）休闲博览
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甘肃国际会
展中心盛大举行，这是我国西部影响力
最大的会展，辐射“丝绸之路”沿途城
市，是海南楼盘岛外推销的大好时机。

除了展会的影响力和高规格，此次
活动的主办方包括甘肃省委宣传部、甘
肃省商务厅、甘肃省旅游局、甘肃省卫
生厅、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甘肃

日报社、青海省旅游局、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旅游局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等
强大主办阵容，并且由当地甘肃日报报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甘肃省各市
州人民政府作为支持单位。

跨省联合，海南、甘肃两省党报跨界
合作，异地互动，线上线下，强力推介。

有特色：
旅游地产精品馆凸显海南特色

此次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与甘肃
日报报业集团携手，在2015中国西部
（兰州）休闲博览会开辟“海南旅游地产
精品馆”，把兰州客场办成海南地产展
销的主场。该精品馆将集结海南地产
军团，挥师北上，延续历届岛外房展旺

势，全方位展示海南旅游地产文化，大
力推介海南地产项目，为海南楼市增添
活力和正能量。

“凸显海南特色，展示精品楼盘，将
海南旅游地产推向西北及全国市场。”
该活动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

精品馆将在甘肃国际会展中心2号
馆展出，展馆凸显海南特色，将海南的
优质楼盘向全国进行展销。

多看点：
强大宣传攻势及现场活动助阵

在活动前中后期，甘肃当地20多家
重点媒体将聚焦此次展会，而且还有全
国几十家省级党报联盟媒体及全国主
流网络媒体，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海

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以及微信、
微博、客户端等将进行全媒体宣传，展
开强大的宣传攻势。

期间将举行“我的海南我的家”海
南房产现场团购、“2015，请到海南深呼
吸”海南旅游地产专场推介日、“海南地
产 全国推介”全国省级党报聚焦海南旅
游地产新闻发布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而且，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还将空运100万
元礼品、奖品到现场发放，开启“观展有
礼”、“购房有奖”、“特价房献礼”、“海南‘四
天三晚’免费游大奖”等活动吸引人气。

目前，“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正在
招商，主办方推出了十分优惠的招商政
策，多个市县已组团报名参加，推介各
具特色的区域旅游房产项目。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携手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在兰博会开辟“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

我带着你，你带着房，去兰州展销吧
关注兰博会关注兰博会““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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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来看，2015年市场上收获
最大的应该是房地产板块了。自年初
以来房地产市场上接连迎来了几番利
好政策：2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
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2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
宣布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
点；3月30日央行宣布二套房贷款首
付比例降至4成；4月20日央行宣布下
调各类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

备金率1个百分点；5月10日央行宣布
下调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各
0.25个百分点，同时将金融机构存款
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
的1.3倍调整为1.5倍。

据业内人士分析，央行的一系列
利好政策特别是降息政策的连续出
台，或可继续发挥好基准利率的引导
作用，进一步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
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房地

产而言，会进一步促进购房者购房，也
会降低企业成本，从而利好房地产行
业整体发展。

正是在这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动
下，房地产市场明显步入了复苏反弹
通道。今年以来各地房地产市场，特别
是一线城市成交量及均价有明显的上
升，楼市迎来普遍回暖趋势。通过以
下海南2月及4月楼市成交情况图表
（数据来源新浪乐居数据监控中心4月

数据月刊）的对比，或可更明显的看出。
商品房的建设说到底是以满足人

们日益增长的居住需求，提高人民的
生活水平为目的的。利好政策的接连
出台，为目前房地产市场交易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但面对一直居高不下的
房价，如何在利好的形势下既能惠民
所居，又能保障行业的持续平稳发展、
充分发挥每一项利好效能，是整个市
场应该关注的问题。

连番利好，房地产市场普遍回暖

连番利好浪潮之下 楼市惠民或需鲶鱼效应
恒大地产作为全国房地产行业十强、精品地

产领导者，践行民生是其一直秉持的理念。为让
更多的置业者享受到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房源，其
将会推出更多的惠民措施。

据海口恒大外滩项目负责人介绍：为贯彻集
团理念，海口恒大外滩将在本周继续推行有关优
惠政策，特别是针对目前市场热销的阔绰97m2优

质两房户型，特别推出了“买两房送家电大礼包”
活动。

同时，为感谢广大消费者的热情支持，还将于
本月16、17日在外滩营销中心举办“跳跃在指尖
上的精灵”活动。活动特别设置了美甲DIY、水果
沙拉汇及美味双皮奶自由配等环节，只为倾心回
馈广大客户。

践行民生，优惠继续

面对这一问题，部分前瞻企业诸如恒大或已
给出了答案。在连番利好、楼市不断回暖的风潮
下，恒大集团没有固守甚至顺势提高产品价格，反
而选择了逆势惠民，坚持践行发展民生地产的理
念，更是在今年推出了空前的惠民措施，以其精品
项目——海口恒大外滩为例。

恒大外滩，选址海口市龙华区繁华核心外滩
区域，扼守交通要道世纪大桥，临近海口新港及美
兰机场交通便捷；周边世纪公园、滨海公园、万绿
园环伺，绿意侵染；园区内部更是配有商业街、泳
池、健身场所、风情园林等一站式生活养生配套。

项目定位刚需，高端配套，以高品质的建筑臻
品为基点，恒大外滩仍然在五月份推出了一系列
钜惠措施：全面享有无理由退房，自4月16日起
凡是购买恒大外滩的客户均可无理由退房；首付
3万、加送1600元/m2精装以充分保障消费者能
够轻松置业并享受到高性价比的房源。

一个公司的管理和发展需要鲶鱼效应的激
励，同样，一个行业也需要这样一条鲶鱼，来引领、
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恒大集团推行的宽广度、
高深度的惠民模式，或可真正引领房地产行业进
一步向惠民为民的方向发展。

逆势惠民，楼市鲶鱼或已现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罗孝平）5月11
日，南海网微商城上线试运营。目前销售的产品
包括白沙天然生态山兰米、海南妃子笑荔枝、澄迈
桥头富硒地瓜、海南椰子鸡汤套餐、海南中华红荔
枝等多种产品，都是海南的特色品牌。

11日刚刚上线，便迎来了多位订单客户。温
正堂先生在南海网微商城订购了5斤海南妃子笑
荔枝，成为南海网微商城首位订单顾客。12日下
午，南海网为温正堂免费送货上门。

“在微商城购买产品，是对农民以及微商创业
者的一种支持。”温正堂表示，希望南海网微商城
致力于打造品牌，做精品。

目前，南海网官方微店即将正式开张，正处于
招商阶段，微店定位为销售具有海南特色的农副
产品、礼品，南海网负责提供微店平台、商品上架、
网络宣传及销售，对销售出去的货物收取一定比
例的佣金。

南海网微商城上线试运营
目前正在招商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祝
家辉 蒋玲玲）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国税局获悉，海
口国税积极贯彻落实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一季度为全市1180户盈利小微企业减免企业所
得税401.19万元，政策实际受惠面达100%。

为进一步扩大小微企业减免税政策的受惠
面，海口国税通过网报系统自动辨别纳税人是
否符合小微企业条件，已升级完成的网上申报
纳税系统，可以通过“从业人数”、“资产总额”两
项指标自动识别小微企业身份，设置弹窗自动提
醒小微优惠政策，自动计算小微企业减免税额，
切实解决纳税人“不会填”、“不会算”等问题，有
效避免纳税人因误填申报表造成未享受优惠政
策的情况。

海口市国税局相关负责人称，对于符合条件
未及时享受优惠的企业，国税局将进行核实，通过
短信平台、电话、上门提示等方式再提醒，告知其
进行补充享受。

海口国税一季度
为“小微”减免税400万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 （记者陈怡 通讯员
邢斌）没有抵押物经常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拦
路虎”，未来这个困难或将不存在。记者从13日
召开的纳税信用A级企业贷款优惠政策座谈会
获悉，经税务部门认定为纳税信用A级的企业，
将可得到银行无抵押信用贷款支持或丰富的金
融服务。

纳税信用级别分为A、B、C、D四个级别，A
级纳税人是税务部门授予纳税企业的最高荣誉。
海南省国家税务局、海南省地方税务局对海南省
辖区内符合条件的纳税人2014年度纳税信用情
况进行了联合评价，全省8354户纳税人被评定为
2014年度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

省地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加强纳
税信用体系建设，树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纳
税信用价值导向，省地税局为连续三年纳税信用
A级企业提供绿色办税通道的同时，为纳税人融
资提供金融对接的平台。海南将借鉴兄弟省份成
功的经验，与省内银行机构签订“银税互动、服务
企业”的战略合作协议，以期有效激励守信主体、
支持诚信企业健康成长、服务海南经济发展。

企业纳税信用好
将享无抵押贷款

本土互联网企业掘金旅游市场

“请凭手机接收到的电子码在景区
会员窗口说明是‘酷秀’客户验证入园。”
在线购买鹿回头景区的门票后，游客陈
芳收到了这样一条信息。

作为我省最大的旅游电子票务批发
商，酷秀网在电影票、景区票和演出票领
域成绩斐然。“除一家景区外，酷秀网已
实现全省景区全覆盖，去年销售2793万
张景区门票，仅线上交易额已达1.8亿
元。”海南酷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CEO
王海峰透露。

依托海南特区的政策、区位优势，酷
秀网虽仅成立3年，却已覆盖了全国44个
城市，也深刻影响了我省旅游市场变局。

“酷秀网二维码入园不仅省去了游
客排队购票、排队入园的麻烦，也有力地
扶持传统旅行社做大做强。一些规模小
的旅行社产品少，客户粘性不足，通过加
入酷秀分销平台，小旅行社也能拥有丰富
的资源，有效吸引客户二次消费，提升竞
争力。”三亚旅行社协会会长曾纪敏说。

在线旅游商通过网络技术而非人力

处理各类订单流程，同样的百万级的客户
订单服务，可以将交易成本无限趋于零，
提高运行效率，进而提升我省旅游企业的
竞争力。不仅如此，依靠大数据平台，海
南旅游的服务质量也在逐步提升。

“天涯社区目的地云系统通过分析
客源渠道、客源区域和客源个性需求的
数据，帮助旅行社快速整合酒店、车辆、
导游等资源，做出产品报价，实现对景区
签单、酒店入住、车辆行驶轨迹、景区停
留时间等领域的安全应急联动指挥，提高
客人消费能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天
涯社区旅游事业部副总经理喻新征说。

景区融入区域化智慧旅游

“这是槟榔。”轻扫园区植物的“二维
码名片”，游客林颖很快就知道了身旁植
物的具体信息。为园内数百株植物配备
二维码“身份证”，是呀诺达景区融入智
慧旅游的一部分。

“早在2013年我们就已成立网络营
销部，通过微博、微信、官网、百度直达号
和天猫店与游客直接互动，实现产品营
销和宣传的共赢。加快融入智慧旅游，
景区全WIFI覆盖，配置微博导览、微信
导览，方便游客观光游览。今年我们将
加大和深大智能及各OTA（在线旅行
商）、团购平台、MTA（移动旅游运营商）
类系统广泛的合作，以平台对接平台的
方式，力图打造区域化智慧旅游。”呀诺
达景区总经理助理丁新林说。

运用互联网思维进行管理和服务，
目前在我省的旅游企业已蔚然成风。无
论是从门禁系统到财务结算，从景区的
运营管理到景区周边资源的平台化电子
化，我省主要景区不仅和OTA对接，还
自己尝试OTA化，力图构建全系统的
景区智慧化平台。

海南旅游营销积极“触网”

多日来，三亚美高梅度假酒店“512

我要爱，论除‘壁咚’外的正确表白方式”
的微信帖被频繁转发。这类借助节日营
销酒店产品的帖子，已被我省的旅游企
业和部门广泛运用。

一项数据显示，每个在线完成交易
的订单，对应的PV（客户浏览量）数是
300－500，如果换成UV（独立IP浏览
量）大概为100 个。这意味着，每个在
线订单的背后，代表着100个潜在客户
的关注和 300—500 人次的浏览。因
此，“互联网+”时代，有效对接互联网平
台，备受主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的
重视。目前，三亚、海口、五指山等目的
地都已开发自己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
台，实时传递旅游动态；酒店、景区等涉
旅企业也纷纷开通各自的微信公众号，
实现微营销。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借力互联
网实现精准营销，成为旅游业界关注的
重点。偶然的机会，三亚玫瑰谷景区牵
手淘宝网，展开线上线下互动的“全球爱
情地标”网络众筹活动，产生巨大反响。

玫瑰谷景区副总经理李永才透露，
活动将时下火爆的“互联网思维”、“众筹
模式”和海南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仅有
效带动参与者及其亲朋来琼消费，也实
现景区和三亚的良性宣传。

“海南旅游营销走进‘互联网+’时
代。”省旅游委副主任陈铁军透露，今年
海南旅游将加大与英国BBC官方网站
等平台的合作，加强互联网宣传力度，增
加互联网发布的信息量，提高信息发布
的针对性；积极引进携程网、途牛大型互
联网企业进驻海南，促进本地旅游供应
商与互联网企业的紧密合作，增强信息
发布和交易。 （本报三亚5月14日电）

积极“触网”，实现产业升级

海南旅游营销走进“互联网+”时代

● 亮点一：中国西部影响力最大的会展，辐射“丝绸之路”沿途城市

● 亮点二：“海南地产 全国推介”全国省级党报联盟媒体联合推广

● 亮点三：海南、甘肃两省党报跨界合作，线上线下，异地互动

市场跨越琼州海峡，箭头直指丝绸之路。
“世界那么大，我带着你，你带着房，去兰州展销吧！”今年7月17日至20日，甘肃日报报业集团将举办“2015中国西部（兰

州）休闲博览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与其携手，开辟“海南旅游地产精品馆”，把兰州客场办成海南地产展销的主场，为海南旅
游和地产推介架起桥梁，以强大的攻势，把海南旅游地产推向西北及全国市场。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出行依靠旅行社，全程
由导游讲解全程主导，这是
传统的旅游模式；

出行依靠互联网，APP+
网络+微信，借助移动终端自
助游，这是在线时代旅游的
特征。

海南作为旅游大省，面
对在线旅游快速发展的趋
势，近年来积极“触网”，酷秀
网等一批优秀企业深耕旅游
市场，主要景区着力发展智
慧旅游，旅游营销向互联网
要效益，赢得新的竞争优势。

■ 本报记者 黄媛艳

发货：南海网负责从微店后台收集每日
销售出去的订单地址，每天下午集中提供客
户地址给供应商，供应商第二天负责发货、
送货上门。

结算：南海网与供应商之间一月一结，
公对公结算。其中客户需要开发票的时候，
供应商也要满足客户要求。

微信号：tangmen208209 slo07good
电话：18608998651 18689990991
QQ：106355609 174696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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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5月，天气日渐炎热，大量游客选择傍晚登上游船出海，观赏海上日落美
景，享受清凉海风。

图为5月13日傍晚，三亚市南边海路扬帆游艇俱乐部码头，游客登上游船。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出海，满载一船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