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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万达集团简介
相关链接:

2010年2月22日，万达集团首次提出要在海口市建设万达城市综合
体项目。

2014年4月1日，万达集团再次向海口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在海口建
设城市综合体的报告。

2014年10月11日，在海南(广州)投资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上，万
达集团与海口市政府签订意向协议，将落户海口打造万达广场项目。

2015年6月30日，海口万达广场项目地块顺利摘牌。
至此，万达广场正式落户海口、首次进驻国际旅游岛。“万达所至，繁

华所指”、“ 万达广场，让城市更繁华“。作为城市繁华和中心的缔造者，
万达的到来将改变海口商业发展的格局，加速琼北区域市县商业融合，
促进“大海口”城市梦想快速实现。

据悉，海口万达广场总投资约70亿元，投资期间预计将实现总投
资额10%的税收，约7亿元。当项目运营后，极大的拉动区域内需促
进就业，至少可以解决10000人的就业问题，项目可实现每年税收预
计将超过1亿元，万达的进驻将给海口甚至海南经济生活上带来巨大
的变化。

万达所至 繁华所指

万达集团创立于1988年，形成万达商业、文化旅游、电子商务、连锁百货四大产业。截至2014年，
企业资产5341亿元，年收入2424.8亿元。已在全国开业111座万达广场，71家酒店（其中68家五星级
酒店），6600块电影屏幕，99家百货店。万达集团2020年目标：企业资产1万亿元，收入6000亿元，净利
润600亿元，成为世界一流跨国企业。

万达商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已在全国开业111座万达广场、71家酒店，持有物业面
积2157万平方米；建设中的万达广场70个，酒店69个，物业面积1747万平方米。2015年1月，在香港
上市的万达商业（03699.HK）市值超过2200亿港币。万达商业拥有全国唯一的商业规划研究院、酒店
设计研究院、全国性的商业地产建设和管理团队，形成商业地产的完整产业链和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万达文化产业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文化旅游企业，注册资金50亿元，资产490亿元，2014年收入341
亿元，旗下包括电影制作、发行、院线，电影科技娱乐，舞台演艺，主题乐园，儿童连锁娱乐，旅行社等多
个产业。文化旅游正成为万达新的支柱产业。

电子商务是万达集团迅速崛起的支柱产业，包括万达电商和快钱两家公司。
万达百货已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武汉等地开业99家百货店，营业面积260万平方米，是中国

最大的连锁百货企业。
2015年4月21日，王健林董事长在沈阳举行的“2015中国绿公司年会”上首次对外披露万达“2211”

工程：到2020年，万达资产达到2000亿美元，市值达到2000亿美元，收入1000亿美元，净利润达到100
亿美元。

构建城市地标、激发区域潜能、提高市民生活质
量、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创造巨额稳定税收……作为中
国商业地产领军品牌，万达广场集诸多优势于一身，领
先价值显而易见。人们似乎已在不经意间将万达广场
与“城市中心”、“繁华商圈”划上了等号。

海口万达广场是今年海南省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白水塘路以南地段，海口长流
新城区与海口老城区的交界处，是城市未来发展的重
要区域。

项目建成后，将结合大型购物中心、大型娱乐中
心、时尚商业步行街、SOHO公寓、高端住宅等多种业
态，集购物、休闲、娱乐、文化、餐饮、商务、居住多功能
为一体，成为海口市首屈一指城市综合体项目，实现吃
喝玩乐购一站式生活体验，改变海口市乃至琼北区域
商业商务现状和居住模式。

万达广场
让城市更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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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飞速发展，居民收入增加，消费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个性
化、高档化的特征。时至今日，消费者不再仅仅是购买商品以满足
物质生活的需要，对休闲、娱乐、社交等精神消费的需求日益增
强。在此背景下，集购物、餐饮、娱乐、休闲、社交等复合功能为一
体的全新商业平台的出现和发展成为必然。城市综合体，作为集
约化打造的高复合型商业平台，无疑是最佳的载体。

依托城市综合体丰富的业态组合，万达广场全力打造家庭型
消费平台，尤其适合“总动员”式家庭消费。百货、万达电影城、大
歌星KTV、大玩家超乐场、宝贝王等主力店，上百家品牌专营店，以
及分布在室内外的商业步行街……万达广场不仅是孩子们的乐
园，更是年轻人的浪漫约会地，还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放松、享受
之所。所有人的需求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而且都在举步之间，
非常方便。

海口万达广场——精彩超乎想象，值得万众期待！

万达广场
首次进驻国际旅游岛

1
万达广场
精彩超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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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下午，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交易大厅，海口市国土局拍卖出让海口市秀英区一宗
商业、商务、居住综合用地，面积约217亩。最终竞得单位为大连万达商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使得“万达”在海口成功落地。

◀上接A01版
在乐东，人们都说，林北川就是一位敢于碰
硬的硬汉。

2012年6月，54岁的林北川坐在开往
乐东的车上，神色凝重。调到海口工作后，
他已经21年没踏足这座西南边陲小县。此
时的乐东，因农村工作没有做好致使国电项
目落地受阻，群体性事件持续发酵。也因为
这件事，乐东多项工作停滞不前，人心躁动。

被委任乐东县委书记，林北川心里明
白，他这是临危受命。

刚到乐东，他就破了自己的一项“规
矩”。从不喝酒的他，为了和“闹事”村群众
多聊聊话，破例喝了酒。面对干部不敢入
户做群众思想的局面，他坚持冒着危险到

“钉子户”家做工作。“不敢走进群众中，还
谈什么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县党政主要
领导天天下村与村“两委”干部及村民座
谈，各级干部用4个月时间，走访了莺歌
海、佛罗、尖峰等3镇95%以上人口，共计
1.27万户5.7万人次。

对继续阻拦的村党员干部，他要求坚
决撤掉，同时全面部署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消除肇事源头；对群众，他要求加大民生投
入，启动特事特办机制，用运钞车把现金送
到现场，当场发到补偿户手中。细致的工
作融化群众心坎的坚冰。仅仅1个半月，
西南部电厂项目就完成了土地拆迁清理、
青苗及附着物补偿、坟墓搬迁等工作。

2013年1月9日，国电项目最后一座坟
墓搬迁完成，林北川就连夜开动员会，决定全
面实施城乡卫生整治。这又是一场硬仗。对
于乐东当时的卫生情况，不用多加描述，听一
听群众的自嘲就可以了：“看到有垃圾的地方
就知道是到乐东了！”对这项工作，很多人表
示怀疑：这么多年都没搞成，这次就行？

面对质疑，他用行动表明自己的决
心。在其所驻点的九所镇，他带头扫了一
星期的马路。在当地十所村，村民陈启润
至今还记得，林北川下村时看到垃圾，就拿
把铲来铲掉。活动开展次月，一件“大事”

轰动了整个乐东：第一个上电视做检讨的，
不是别人，是林北川。因为他驻点的九所
镇卫生评比排名垫底。这件事在全县干部
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们认识到，县委书
记是动真格的了！

林北川认真到什么程度？有人回忆，
他经常带着一批干部凌晨走到街头，拿着
手电筒照，只要发现哪里还有不干净的，就
立即给包点干部打电话要求整改。在他的
垂范下，各级干部全情参与，百姓也受到感
染，甚至连夜宵摊主也自觉将五彩布铺在
地面，以防油渍沾在干净的街道上。当年，
乐东即获评省级卫生城市，彻底扭转“脏乱
差”的形象。

拆除违建，更是一场硬碰硬的仗。乐
东决定拆除佛罗镇180多户违建铺面，在
拆第一户时就遇到抵抗，户主拒绝搬离房
内物品。林北川到了现场，其他户主也过
来围观。他们抱着这样的心态：看政府是
真拆还是假拆。

面对违建户主的强硬，林北川明确地
告诉他：“7天内肯定把这一片所有违建全
部拆完！”户主以家人去世为由，请求缓一
天再拆，林北川说：“可以，但到明天就不能
再商量了。不管你搬不搬，我的机器设备
都放这儿了，铁定要拆！”最后，户主还是搬
了；随后十多天，180多户主自行拆完。

为什么总要选择最难的工作来做？林
北川说：“修条路挖个井谁都会做，但它打
不开改革局面。我们就是要选择最硬的骨
头来啃、最硬的仗来打，把一潭死水激活。”

整涣散作风，增干部担当，化干群

矛盾——

他用党建推动建设发展

在乐东，干部们说，林书记不仅硬，而
且实。

林北川刚到乐东不久，两件“趣事”在
当地传开了。他到一个乡镇考察，问一位
镇领导，这里种了多少亩橡胶？其实喜欢

调查研究的他已经知道是5万亩，主要是
考一考干部对情况是否掌握。镇领导说，
4000亩。他追问，我了解的是5万亩，你
确定你的数据准确？镇领导说，准啊！林
北川把具体的数据一一给他列出，并得出
总数。那位镇领导当场冒汗：“还是你
对。”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乡镇的田洋
里。林北川指着一块租给农户种毛豆的地
问当地一名干部，一年租金多少？干部说，
80元。林北川说：“那好，你把地租给我，
我一年给你500块可以吧？”干部说：“没问
题。”林北川说，那就拟份合同。干部见他
当真，赶紧跑到一边打电话了解，然后回来
承认自己并不了解情况。

这些事例，林北川常常拿来教育干部：
“有的干部不掌握情况，你问他，他就随口
给你编一个，想忽悠你。我到现场都这样
被骗，如果只坐在办公室看材料岂不是更
惨？这样决策肯定会产生重大失误！这提
醒我们一定要多下基层！”这同时也让他清
醒地领悟到，不实的干部作风是阻碍乐东
发展的重要原因，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向
党风建设要生产力，向实干担当要发展。

在解决国电项目落地问题后，乐东也
重启了殡葬改革工作。在乐东，群众“宁拆
一套房，不迁一座坟”，在蕴藏巨大发展潜
力的沿海地区，乱埋乱葬现象更为严重，因
为几个坟墓动不了而使项目停滞的现象屡
见不鲜，早在2011年就尝试的殡葬改革也
没成功。有人认为，这个工作会“让政府下
不了台”。

林北川直接回应：“就得把干部拉出来
练一练，看能不能把他们带得起，能不能把
百姓带得动。”

这些坟墓，有一部分就是属于干部们
的。在林北川的要求下，县民政局长邢琼

尧在全县率先迁坟，黄流镇多一村党支书
吴为勇带头搬迁自家两座新坟及17座旧
坟。在这个过程，干部们养成了贴近群众
的作风：群众到公墓选福位，不管去几次，
他们都不厌其烦地陪着，甚至派车来回接
送；旧坟灵柩被移除后，群众临时决定次日
再迁，他们便和家属一起为灵柩守夜；群众
要是大清早就迁坟上公墓，他们会提前一
天到现场打点布置，备好纸钱、香烛、鞭炮
等。受到感动的群众纷纷自主迁坟，在多
一村，仅35天就迁了1364座。21个月，乐
东共迁坟11.2 万座，为沿海地区整理出
78.4平方公里的开发用地。

解决国电问题，卫生整治，殡葬改革，有
效地整顿了干部作风，提升了民风，全县的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2013年夏，村“两委”
换届，林北川靠前指挥，坚决把作风不正的

“钉子户”拔掉，对全县三分之一的村支书做
了调整，再次净化干部队伍。在这一过程
中，林北川摸索出了“重大项目，党建先行”
的招数，组织实施“县领导挂帅，机关干部驻
点，镇干部配合，村干部参与”的“四级联动”
机制。在他亲身引领下，全县有60%以上
机关干部长期轮驻基层，最多时达82%。

涣散组织变成“战斗堡垒”，干部作风
担当奉献，使“一征就闹一拆就打”、干部谈
征色变的征地拆迁工作不再成为难题。
2013年8月，乐东启动西环高铁征地3700
多亩，党员干部自觉带头拆除，有的百姓在
地量好后自己动手拆，有的在自己青苗被
清理时表示，“你们先砍，留下树桩，明天我
自己点。”整个过程，仅耗时18天。今年年
初，在黄流镇商贸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上，完
成2149户9万多平方米建筑的拆迁工作
仅用35天。6月，完成中线高速征地7731
亩仅用8天。

“所以到后来许多事都不用我到场了，

因为干部作风起来了，和群众贴近了，事就
好办了。”林北川感叹道。

走田间地头，听民心民意，谋百姓

利益——

他用奉献铸就乐东幸福

干部们从林北川那里，感受到的是压力；
而群众感受到的，则是他的柔情和体贴。他
们说，北川书记是“最没官架子的书记”。

刚到乐东的第一天晚上，林北川是在
黄流镇住的。第二天凌晨4时，他只身一
人雇了一辆三轮车跑遍整个镇墟，和早起
的教师、商贩、三轮车司机交谈。这次“跑
动”深深触动了林北川，他发现，黄流商贸
市场民宅、商铺布局混乱，卫生极差，存在
极大的安全隐患；对它的改造，黄流群众期
盼已久。他下决心，等时机一成熟，就启动
改造工作。

2014年，乐东启动黄流商贸城棚户区
改造这一重大民生项目，总投资16亿元。
林北川对群众承诺，会让农民有更好的卖
菜平台，让被拆迁户有更好的房子。第一
户同意拆迁的居民吴海藏回忆，原初政府
计划赔偿他110万元，他不同意。林北川
来调查，认为这些钱确实不够让他按原规
模盖新房，最后依规把赔偿标准提高到
160万元。开发商孙翔说，今年5月13日
他刚拍下土地，林北川就要求他尽快落实
附加条件：把临近海榆西线的地带打造成
永久性市民广场，让百姓受惠。

民生苦乐，始终牵挂在林北川心头。
他说，无论别人有多少不理解，自己所做的
一切，出发点都是为民谋利。他常说：“改
善民生，要善于发现问题。”在走访国电问
题过程中，他发现，这些沿海乡镇村庄基础
设施十分落后，农户还在饮用未经净化的
咸水。他立即和县领导研究决定，投入近
5000万元为沿海村庄建排水沟、路灯、老
人活动中心、农贸市场、菜篮子工程等一大
批项目，集中安排县级资金1.82亿元，解决

沿海9.2万人长期不安全饮水问题。2013
年8月他到十所村考察时发现，只要把3公
里长的鸭母沟硬化一下，就可以灌溉十所、
四所、中灶3个村6000亩荒地。去年，乐
东投入600万元把鸭母沟修成，使这3个
村的瓜菜种植户直接受惠。

……
3年的时间里，为了使这座基础差、底

子薄的小县走出困境，林北川踏遍了乐东
的崇山峻岭、田间地头、海滩河岸和大街小
巷。“浪费时间对我来说就是犯罪。”在打通
县城5条街道的过程中，他不顾自己身患
重感冒，在寒夜凌晨突击检查工人施工情
况；在西环高铁征地过程中，他刚刚摘下理
疗器械，就强忍着腰部颈椎炎和腿部筋肌
炎的疼痛，顶着炎炎烈日现场指挥；在黄流
商贸城改造拆迁时，他虽日夜心系久卧病
榻的老母亲，却因为繁重的工作无暇回家
探望，母亲去世时也没能守在老人身边，留
下无法面对和弥补的遗憾。

也正是在这3年时间里，乐东实现了
由乱到治，干部作风明显好转，社会治安好
转率位列全省第一，各种社会乱象、社会矛
盾得到极大缓解，城乡面貌整治有序，投资
大环境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龙栖湾美丽
渔村改造、黄流商贸城棚户区改造、望楼河
商业文化休闲娱乐长廊改造、新建黄流中
学、贯穿沿海“三湾”的滨海大道等重点项
目平稳落地建设。

而林北川的为民形象，也一步一步深
植百姓心中。吴海藏用朴素的话表达群众
对他的热爱：“他一来就拆，我们原来都怕
他来；但现在，就怕他哪天会被调走。”

如今，当这位县委书记环顾着乐东
2700多平方公里大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时，他满怀欣慰，仿佛有使不完的劲，更
觉得任重道远。鲜花和掌声对他来说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无愧于党的重托，无愧于
乐东54.5万各族人民的殷切期盼，无愧于
脚下这片热土！

（本报抱由6月30日电）

◀上接A01版
习近平给广大县委书记提出4点要

求。一是要做政治的明白人，对党绝对忠
诚，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
人的精神家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自觉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真正做到
头脑始终清醒、立场始终坚定。二是要做
发展的开路人，勇于担当、奋发有为，适应
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握和顺应深化
改革新进程，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从
实际出发，带领群众一起做好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特别是要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让
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真正做到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三是要做群众的贴心人，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觉贯
彻党的群众路线，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心
中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真正做到心系群众、热爱群
众、服务群众。四是要做班子的带头人，带
头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搞好“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带头抓班子带队伍，带头
依法办事，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接受党和人
民监督，带头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

事、堂堂正正做官，真正做到率先垂范、以
上率下。

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关心
爱护县委书记，支持县委书记干事创业。

刘云山在会议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
亲切会见与会同志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
肯定县委书记的重要作用和贡献，对发挥
优秀县委书记引领作用、建设高素质干部
队伍提出殷切期望。我们要认真学习领
会、很好贯彻落实。刘云山说，一个有希望
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政党
不能没有标杆，事业需要更多的好干部，时

代呼唤更多的好干部，表彰优秀县委书记，
就是要树起旗帜、立起标杆，推动党员干部
向先进典型学习，认真践行“四有”和“四个
人”的要求，更好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学习先进典型，重要的是学习他们坚
定的信仰信念、赤诚的为民情怀、清廉的为
政品格、强烈的担当精神。要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点亮理想之光，补
足精神之“钙”，用心体察民情，用情为民造
福，坚持严律己、有底线、守法纪，坚持勤政
敬业、先之劳之，切实担负起促进改革发展
稳定、持续改善民生的责任。学习先进典

型，还要有真真切切的情怀、老老实实的态
度，注重联系实际学，把自己摆进去，更好
改造主观世界、履行工作职责；注重带着问
题学，既学习他们直面问题的勇气，也学习
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注重正反典型对照
起来学，弄清先进典型先进在哪里、反面典
型堕落在哪里，从而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
省，明确努力方向、不断校正自己。各级党
委要把先进典型作为“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的鲜活教材，引导党员干部弘扬严的精神
和实的品格。要大力选拔各方面表现优秀
的好干部，深入宣传优秀党员干部的感人

事迹和崇高精神，推动形成学习先进、崇尚
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赵乐际参加会见并主持表彰会议，栗
战书参加会见。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树立先进典型，激励党员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
部，经党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决定，对在
县（市、区、旗）委书记岗位上取得优异成绩
的102名同志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
号。山东省安丘市委书记刘兴明，河南省
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库车县委书记杨发森，贵州省遵义县委书
记曾瑜，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委书记敖
日格勒分别在会议上发言。

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

善打硬仗的“铁面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