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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派记者 单憬岗 实习生 庞岩

9月的桂林，桂花飘香，第八届中国
报刊广告大会在此举行，给面临“严冬”的
中国报业带来一丝清甜的桂花香。会上，
作为初步转型成功的典型案例，海南日报
成为中国报业同行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纸媒广告承受转型压力

大会上，报业的相关负责人纷纷表示，
报业的前景堪忧，广告形势越来越严峻。

中国广告协会副会长、中国烟草杂

志社社长刘杰开诚布公地说：“今年报刊
业出现断崖式下滑。”他认为，由于新媒
体的兴起和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双重夹
击，使整个报刊业面临严重的转型压力。

作为广告客户代表，洁丽雅集团首席
品牌官黄海南认为，国内纸媒的现状是全
球纸媒衰退的传导结果。从2008年开
始，美国、英国多家纸媒纷纷倒闭，2012年
左右，国内纸媒也开始出现破产的个案。

海南日报树转型成功范例

在严峻的形势下，有多家纸媒“浴火

重生”，闯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海南日报总编辑吴清雄分享的海南

日报案例引发强烈关注。与会者普遍认
为，海南日报是初步转型成功的典型。

在此轮转型大潮中，海南日报逆势
做“加法”，实施新一轮改版扩版，从周一
至周五增加了四个系列新闻周刊，工作
日由16版扩为20版，并开辟深读版和
评论版，加强党报的深度报道。同时，又
成立新媒体部，改造党报的网络版，建立
微信、微博、客户端，让报纸与新媒体深
度融合，在全集团构建起纸媒+新媒体
的“一体两翼”传播新格局，为用户提供

了多种传播方式的全新广告营销平台。
改版后，海南日报的权威性、公信力

和影响力大大提升，也保持着海南地区
最权威、最有广告投放价值的广告营销
平台的地位。

对此，中国日报副总经理詹维克点评
说.,海南日报逆势扩大的影响力，就是因
为打“主”字牌。只有坚持主流媒体、主流
人群、主流节点、主导品牌,纸媒才能突围。

报业未来仍应“内容为王”

报业如何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将

来时”呢？鲁花集团品牌总监初志恒表
示，报纸的定位依然非常重要。定位之
后要“对号入座”，只有对好位置才能与
受众、广告主进行对话。

黄海南认为，报纸未来要生存乃至
进一步发展，必须基于深耕本土的基础
上，并且应该围绕内容为王这一核心，确
立自己的个性。黄海南表示，海南日报
的成功，离不开对海南文化的深度挖掘
上，离不开对海南旅游和地产的深度开
发上。他建议，报纸内部应该有大数据
研究应用部门，以制定相关策略。

（本报桂林9月21日电）

第八届中国报刊广告大会探寻纸媒“将来时”

海南日报逆势上行成关注热点

■ 本报特派记者 单憬岗 实习生 汪丽丽

连日来，海南日报喜事不断。9月
18日发布的“2014—2015中国报刊广
告投放价值排行榜”中海南日报从全国
1912种报纸（其中包括792种省级报
纸）中脱颖而出，荣列前三。9月19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2015年中
国“百强报刊”，《海南日报》再次入选。
为什么海南日报能连续斩获两大殊荣
呢？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广协报刊分会
会长梁勤俭和央视市场研究（CTR）资
深顾问姚林。

梁勤俭说，在媒体的创新和改革领

域，海南日报一直走在前列，在行业困境
前看到了自己的优势，看到了报业发展
的希望，实现了几个转变。

一是从平面到平台的转变，即从平
面媒体向全媒体平台的转变。海南日报
通过逆势做“加法”，改扩版、创办系列新
闻周刊、加强深度报道等形式，扩大了平

台的影响力。同时，让经营活动也更加
接地气。二是资源的转变。海南日报把
自己的优势资源，包括政府资源、经济资
源，通过更加强有力的报道，全部转化为
自身的品牌优势和经营优势。三是读者
的转变。海南日报通过平台式报道吸引
了更多的受众，由于强化网络和“两微一

端”，海南日报的读者不但没有减少，反
而在扩大。这些读者的忠实性，也逐渐
地转化为报业广告的投放价值。

“海南日报在海南市场的公信力和
影响力毋庸置疑。”姚林认为，海南日报
推出的周刊、特刊、活动等，很符合市场
要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海南
省委、省政府对海南日报的重视和鼎力
支持。“海南日报在海南经济发展扮演的
角色定位很准，做的事情很接地气，有很
强的服务性，把党政、企业和百姓的需求
都结合在一起，也就得到了广告客户的
高度认可。”

（本报桂林9月21日电）

中广协报刊分会会长梁勤俭和CTR资深顾问姚林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海南日报晋级前三实至名归

导游证期满未续

640名导游员被销证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杨春虹 通讯员
吕伟）记者今天从省旅游委获悉，为进一步规范导
游管理，严格导游退出机制，加强海南省导游队伍
建设，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省旅游委经过认真清
理，决定对截止到2015年8月，导游证3年有效
期满未续期的640名导游员依法注销导游证。

海南省3年有效期满未续期导游人员名单详
情，可登录阳光海南网公告通知栏（www.vis-
ithainan.gov.cn）查询。

海南民间资金
登记服务中心成立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苏建强 通讯员
蔡仙玲）19日上午，海南民间资金登记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民资中心）在海口揭牌成立。

据悉，民资中心是经海南省政府金融工作办
公室批准并监督管理的民间资金供需信息登记服
务平台、交易服务平台及规范操作示范平台，通过
政府引导和监管，采用“互联网+”的形式，致力于
使民间资金在阳光下高效融通。

民资中心董事长孟海英表示，民资中心经营范
围涉及民间资金借贷登记服务、资金供需信息发布、
投融资及金融咨询、财务会计咨询等服务。将有效
集合民间闲散资金，挖掘融资企业资金需求，将民间
资金充分服务于中小微企业发展。

红火蚁疫情发生区域扩大

定安一级反应“战”蚁

本报定城9月21日电（记者赵优 通讯员司
玉）近段时间，定安县红火蚁疫情发生区域有所扩
大，为保障农业生产、人畜安全，定安县政府启动
一级疫情反应，各镇和相关部门积极组织群众开
展全面普查与群防群治。

记者获悉，自2012年11月在岭口镇封浩洋
发生红火蚁疫情以来，经过近3年的防控，原发生
区（定城、雷鸣、岭口、龙门、黄竹）红火蚁危害势头
得到较好控制，发生密度与危害程度有所下降。
但由于红火蚁适应性强，繁殖速度快，传播途径
多，群众防控自觉性与主动性不高，近段时间红火
蚁灾情发生区域有所扩大。

根据《定安县红火蚁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的规
定，县政府启动一级疫情反应，各镇和相关部门积
极组织群众开展全面普查与群防群治。对红火蚁
发生区域或可能发生区域进行全面普查，一旦发
现红火蚁疫情要及时上报县农技中心，并立即采
取措施控制疫情。

联合拍卖公告
上海鸿海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主拍）
联系人：顾先生 电话：021-52132695
联拍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上海长城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021-62668899龚小姐
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021-62988144徐先生
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021-52281397张先生
上海老城隍庙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021-63553035徐先生
上海博华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021-61677350龚先生
上海金磐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021-64275020陈女士
上海宝江拍卖有限公司 联系人：021-36368821姚先生
拍卖时间：2015年10月16日（周五）下午3：00
拍卖会地址：乔家路2号（2号拍卖厅）
拍卖标的：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85、87号天邑国际大厦

部分房地产（包含地下车库1-6层车位816个，主楼地下1-3层，主楼
1-6层，副楼架空层和1-5层，主楼24-25层及28-45层）及相应的土
地使用权，建筑面积合计：62910.85m2。（整体拍卖参考价为9.8988亿
元）。【保证金8000万元】，该标的先整体拍卖，如无人参加竞买时可分
拆拍卖。

分拆拍卖标的如下：
1、41层、42层、43层、45层（均为毛坯房），建筑面积分别为：

882.14m2、709.93m2、545.93m2、224.01m2，合 计 建 筑 面 积 ：
2362.01m2；用途：商业；（参考价：5856万元）【保证金600万元】

2、37层（有部分装修）、38层、39层（均为毛坯房），40层（带装
修），每层的建筑面积均为：1314.74m2，合计建筑面积：5258.96m2；用
途：产权式酒店；（参考价：10955万元）【保证金1100万元】

3、33层、33A层、35层、36层（均带装修），建筑面积分别为：
1339.13m2、1339.13m2、1339.13m2、1314.74m2，合 计 建 筑 面 积 ：
5332.13m2；用途：产权式酒店；（参考价：10921万元）【保证金1100万
元】

4、29层、30层、31层、32层（均为毛坯房），每层的建筑面积均为：
1339.13m2，合计建筑面积：5356.52m2，用途：产权式酒店；（参考价：
10777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

5、23A 层、25 层（均有部分装修），每层的建筑面积均为：
1238.50m2，合计建筑面积：2477m2，用途：办公楼；（参考价：4894万
元）【保证金500万元】

6、主楼 -1层、-3层、1层、2层、3层、3A层、5层、6层（均为毛坯
房），每层的建筑面积分别为：1145.44m2、2120.60m2、1447.79m2、
1555.04m2、2049.27m2、2049.27m2、2049.27m2、1098.57m2，合计建
筑面积：13515.25m2，用途：商业；（参考价：24535万元）【保证金2500
万元】

7、副楼 1F层、2F层、3F层、3AF层、5F层、架空层（均为毛坯房），
每 层 的 建 筑 面 积 分 别 为 ：786.50m2、1098.51m2、2273.04m2、
2273.04m2、2273.04m2、749.72m2，合计建筑面积：9453.85m2，用途：
商业；（参考价：16362万元）【保证金1600万元】

8、地下 6层 816个车位（目前为待建工程），合计建筑面积：
19155.13m2；（参考价：平均为 18万元 / 个；注：1、每一楼层最多只能
竞买25个车位；2、车位号的确定仅以海口市房屋产权登记情况表的房
号和权证编号为准；3、车位的选择以竞买人在签订竞买协议书时予以
提前确定。）【保证金2万元 /个】

注意事项和竞买要求：
1、3号和5号标的有租赁，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承租人须在拍卖前向拍卖人提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书面申请并交付
拍卖保证金登记竞买，否则将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2、以上拍卖标的具体规则详见本公司拍卖规则和拍卖特别规
定。竞买人须凭有效证件或法人营业执照、支付拍卖保证金、办理竞
买登记与签订有关文件及协议等手续后方可参加竞买。拍卖保证金
须于 2015年 10月 14日 12:00前到账，已支付保证金的竞买人须于
2015年10月14日16:00前持竞买需要的有效证件至上海鸿海商品拍
卖有限公司（武定路327号1702室）办理拍卖登记手续。

保证金交付地点：上海市黄浦路99号22楼。
户名：上海长城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行南京东路第一支行
账号：1001234619200006769
咨询时间：即日起至2015年10月14日止（双休日、节假日除外），

需预约看房。
咨询地点：上海市武定路327号1702室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单位海南省图片
社和海南海岸生活杂志有限公司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下述职位
人员，诚邀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加盟。

一、招聘岗位及要求
招聘要求：全日制大学专科以上学历，35周岁以下，身体健

康，有团队合作精神，能吃苦耐劳，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者登陆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下载

填写《两社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hnstps@163.com（邮件主

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应聘岗位），报名时请明确
应聘岗位，每位应聘者限报一个岗位。报名截止时间为2015年
10月8日。

三、录用程序
我集团将按报名、资格审查、面试、实操、体检、考核、审批等

程序，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图片社
联系电话：（0898）66810645

招聘单位

海南省图片社

海南海岸生活
杂志有限公司

岗位

摄影师

图片编辑

运营管理

活动策划

采编
（摄影
记者）

人数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岗位职责和要求

职责：①杂志配图的拍摄和编辑；②图片数据中心的图片补充采集；
③展览图片的采集编辑。
要求：①摄影、美术等艺术专业毕业；②专业摄影5年以上；
③热爱摄影，擅长风光、纪实拍摄方法；④熟悉海南人文、地理环境。

职责：①图片数据中心的更新维护；②图片交易；③图片展、画册的图片编辑；④网站推广。
要求：①摄影、美术、广告等专业毕业；②有图片编辑工作经验；
③有挑选处理图片的独到眼光；④熟悉海南人文、地理环境。

职责：①制定并推行运营计划；②完成当年运营任务；③策划经营活动；④开拓经营市场。
要求：①新闻、传媒、市场营销等专业毕业；②5年以上媒体运营经验；③有海南本土丰富的人脉资源。

职责：①策划经营活动；②制定活动方案并推广；③完成当年经营任务；④开发潜在客户。
要求：①新闻、传媒、市场营销等专业毕业；
②3年以上媒体运营经验；③有海南本土丰富的人脉资源。

职责：①杂志版面配图的采集和编辑；②杂志版面的约稿和编辑；③画册、展览图片的采集。
要求：①摄影、美术、中文等专业毕业；②专业摄影5年以上；
③热爱摄影，擅长风光、纪实拍摄方法；④熟悉海南人文、地理环境。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诚聘

“金尊文府海景”项目位于文城镇清澜疏港大道与文府路交叉路口
处，用地面积23360.74平方米，属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规划
指标如下：总建筑面积50098.39平方米（其中计容建筑面积41990.81平
方米，不计容建筑面积 8107.58 平方米），容积率 1.797，建筑密度
20.61%，绿地率 41.75%，停车位 409个，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
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规划方案批前
公示。1、公示时间：15天（2015年9月22日至10月6日）；2、公示方式：
海南日报、文昌规划网、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
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楼一楼文昌规划局规划报建股，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
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曾祥根。

文昌市规划局
2015年9月22日

文昌市规划局
“金尊文府海景”项目规划方案批前公示

受企业委托，公司将于2015年10月12日10时举行拍卖会，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海口市金贸区世贸西路新宏基大厦第18层均右

A座1801房至1805房五套房产（毛坯房）。其中，A1801房房产证号
为海房字第 HJ003980 号（建筑面积 100.85m2，套内建筑面积
78.49m2），起拍价57万元；A1802房房产证号为海房字第HJ003977
号（建筑面积113.21m2，套内建筑面积87.35m2），起拍价 64万元；
A1803房房产证号为海房字第HJ003978号（建筑面积112.54m2，套
内建筑面积87.35m2），起拍价64万元；A1804房房产证号为海房字
第HJ003975号（建筑面积154.41m2，套内建筑面积119.69m2），起拍
价 88万元；A1805房房产证号为海房字第HJ003976号（建筑面积
173.54m2，套内建筑面积130.91m2），起拍价99万元。二、拍卖时间：
2015年10月12日10时。三、拍卖地点：海口市金贸区世贸西路新宏
基大厦一楼大厅（看房、参加拍卖会均从北门进）。四、拍卖标的自公
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公开展示。五、竞买保证金：5万元/套。有意
竞买者，请于拍卖会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公司指定账户（户名：山
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账号：7377010182800002716，开户行：
中信银行济南高新支行），保证金以到达指定账户为准。竞买不成功
者，保证金于拍卖会后五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每逢周一退款。
财务联系电话：0531-88193476。六、竞买手续的办理：竞买人应于
拍卖会前持汇款凭证、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到拍卖地点办理竞买
手续。 七、拍卖成交后，符合条件的买受人，可提供银行按揭服务。
八 、联 系 电 话 ：13335108788 毕 先 生 13335123205 宋 先 生
15589974699 王先生（看标的联系电话）公司电话：0531-
88922898 网址：www.sd-yinxing.com公司地址：济南市高新区舜
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8号楼2202室。微信订阅号：光彩银星拍卖。
另:新宏基大厦 19层、20层、21层建筑面积 3610.68m2,套内面积
2786.93m2共28套房产整体出售或出租，价格面议。

山东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2日

拍卖公告
鲁银拍公字【2015】第105号

招标公告
招标人：万宁市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项目名称：万宁市和乐镇乐群

洋基本农田建设项目；代理机构：海南泓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概
况：建设规模6487亩。工期：365日历天；招标范围：土地平整工程、灌溉和
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详见施工图）资格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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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拟派项目经理须是在本单位
注册水利水电专业二级（含）以上建造师，具有水行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本次招标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投标人须提供经本项目所在地或公司注册所在地检察机关
出具关于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及拟担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有
效的无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记录证明材料。招标文件的获取：请于2015年9
月21日至2015年9月25日(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海南省人民
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http://218.77.183.48/htms报名并下载招标文件。投标
截止时间：2014年 10月 16日上午 11时 00分，地点：http://218.77.183.48/
htms。开标地点为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三楼。联系人：李先生
0898-68551438。（详情请登录www.hizw.gov.cn招标大厅招标公告专栏）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记者王玉
洁 通讯员陈理）一边是医生为市民讲解
心肺复苏小知识，一边是市民认真观看

“变废为宝、从我做起”主题的科普展板
……19日上午，以“万众创新，拥抱智慧
生活”为主题的2015年海南省“全国科
普日”海口主会场活动在海口市琼山区
三角公园拉开序幕，前来参观的市民享
受了一顿科普大餐。

省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科普日
由中国科协发起，定在每年九月的第三个

双休日。除该场科普大集市外，他们还在
海口名门广场开展“万众创新，拥抱智慧
生活”科普图片展暨青少年科学体验活
动。海口主会场组织了百余名专家和科
普志愿者开展包括主题科普展、医学专家
义诊咨询、青少年科普展示和体验、急救
知识大众普及、科普大篷车宣传等活动。

本次活动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
技厅共同主办，海口市科协、省科技活动
中心、省青少年科技活动室、海口市120
急救中心等单位协办。

全国科普日活动拉开帷幕
海口市民享科普大餐

9月20日，省水务厅、省水文水资源
勘测局、省水土保持学会，在海南省呀诺
达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开展水土保持科
普宣传活动。

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系统布设了水
土保持治理措施和科研、科普设施设备，
生动展示了海岛热带雨林常见物种、水
土流失危害、水土保持防治效果。

据悉，该活动是2015年全国科普日
系列宣传活动之一。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胡立前 摄

省水土保持学会
开展科普日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