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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海南公立成人高校、成人专科、本科学历教育优选，免成人高考入学考试
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国家承认学历，本科可授予学位

开设专业类别：文史、财经、理工、旅游
校总部咨询电话：65699668、65655998、66116411
分校咨询电话：文昌分校63299166，琼海分校62819613，

三亚分校88214928，屯昌分校67831937，
东方分校25583266，儋州分校23885117，
五指山分校86623720

校总部报名地点：
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电大一楼招生接待中心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15日

招标公告
一、监理标：“环球100”项目区域内基础设施、生态修复工程位于

海口市，本项目一期包含10条道路，总长度约为8114.52米；二期包
含4条道路，总长度约为4519.60米。监理招标范围：施工及保修阶
段全过程监理（具体以委托监理合同为准）。计划施工工期：367日历
天，监理服务期为施工工期加缺陷责任期。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
工程监理乙级（含）以上资质，总监为本单位注册的市政公用工程（专
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二、施工标：“环球100”项目区域内基
础设施、生态修复工程长影世纪大道道路长2199.13米，宽32米。“环
球100”项目区域内基础设施、生态修复工程长影一路、乐园一路中
长影一路道路长1679.78米；乐园一路道路长1272.36米。宽均为24
米。工期均为367日历天。施工标投标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壹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壹级注册
建造师执业资格。投标人只能报名投标施工标二个项目中的一个，
否则投标无效，按废标处理。施工招标范围及其他详见网络公告。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请于2016年8月30日起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控制价文件和图纸。本公告同时在中国采
购与招标网、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
布。招标人：长影（海南）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张小姐18686533625，
招标代理：中国远东国际招标公司符先生18078912160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90号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涉案需变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位于海
口市琼山区府城城东河口村面积为1786.7m2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
琼山国用（府城）字第07489号】，参考价780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
元。现将第二次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6年9月21日10：00；2、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3、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
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6年9月20日17：00止，逾期将不予
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以2016年9月19日17：00前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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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账号：1009454890000601；6、
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2016）海中法拍委字第90号竞买保证金
（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
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8、报名地点：海口市文华东路3号市政工
程大楼7楼（海南省政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
拍卖机构电话：0898-66753060、65303602、13005084060。法院监
督电话：0898-66721690。http://www.ggzy.hi.gov.cn; http://
www.hnlmmarket.com/。

海南文昌亿利置业有限公司
召开股东会议的通知

股东王淑英、詹仁声：
按《公司法》、《海南文昌亿利置业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海南文昌亿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公司）股东会由
亿利公司股东、执行董事（法人代表）龚志斌召集并主持，会议地点在
海口市国贸路新达商务大厦608房会议室，会议时间为2016年9月
19日（星期一）上午9点至12点。会议需讨论并决议的事项：1、对亿
利公司2016年6月份以前的财务情况予以通报；2、审议批准亿利公
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3、股东对亿利公司债务的承
担方案。股东王淑英、詹仁声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参加会议，并将身
份证复印件（需本人签名）备置于亿利公司，如本人不能亲自参加，可
以委托具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壹人参加，被委托人需持委托书原件、
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需本人签名）及有委托人签名的委托人身份
证复印件，并交于主持人，被委托人均被视为具有表决权的授权。如
股东王淑英、詹仁声不参加本次股东会也无委托符合本通知条件的
代理人参加，将不影响本次股东会依法依亿利公司的公司章程形成
相关决议。特此通知。 海南文昌亿利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志斌
二0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周一，微雨，但海口火山群世界地
质公园依然有不少游客。看完了火山
民居、走完了雨林栈道，一些游客选择
在公园门口的咖啡馆歇歇脚，用一杯
香醇的咖啡释放疲劳。临走时，有客
人还会挑选石山咖啡豆和礼盒带走。

火山岩石搭起的六角庭院、苦烈木
做成的门窗、门口摆着火山岩咖啡盆
景，美妙的音乐和咖啡的清香氤氲在一
起，这就是郭文旭的火山口咖啡馆。

将咖啡与休闲旅游相融合，走差
异化路线，使用年轻人更喜欢的阿拉
比卡品种，加上石山当地政府对互联
网产业以及农业的大力扶持，短短两
年里，这家咖啡店从一间两人的小店，
发展至目前业务涵盖咖啡种植培育、

咖啡馆运营、咖啡产品销售，年营收近
百万的创业公司。

起步：辞去IT经理卖咖啡

“和咖啡结缘是受我爱人的影
响。”郭文旭说，最初自己喝的是速溶
咖啡，由于妻子喜欢自磨咖啡豆煮咖
啡喝，郭文旭也开始爱上喝不加糖和
奶的“黑咖啡”。

为了寻找更好的咖啡，满足夫妻
两人和更多“吃货”的味蕾，2014年郭
文旭决定辞掉工作，打造自己的咖啡
品牌。

从一名IT行业的产品经理辞职
去“卖咖啡”，让身边不少人不解，但他
有着自己的想法。

“当时看中了海口火山口景区每
年80多万人的人流量，咖啡馆可以借
力这里的人气。”郭文旭说，此外，在咖

啡品种选择上，他采用区别于其他本
土咖啡店的阿拉比卡品种。“星巴克、
肯德基、麦当劳的咖啡都选用这个品
种，该品种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
70%。”

创新：互联网+本土特色

从一开始，郭文旭的目标就不是仅
仅开一家咖啡馆，而是打造一个涵盖咖
啡馆以及咖啡周边产品的产业链。

2014年，郭文旭将景区门口的
老爸茶馆承接下来，重新装修一番，
打造成现在颇有石山特色的咖啡
馆。“很多人来火山口景区游玩，就
是为了体验这里独特的风貌，所以
我也将火山特色融入咖啡馆里。”走
进郭文旭的咖啡馆，可以看到房子
由火山岩砌成，门窗用的是本地的
苦烈木，门口摆放的火山岩咖啡盆

栽也颇为引人注目。
然而，创业之初，很多海南本地人

对他所选择的咖啡品种并不接受。
为了让大家接受自己的咖啡，郭

文旭除了让店员给顾客介绍外，他也
通过互联网对自己的品牌进行推广。

“我以‘石山’‘互联网小镇’‘火山’‘咖
啡’几个词作为关键字写了微信文章
发布在海南一些活跃的微信群中。”郭
文旭说，因为挑选的几个关键字都是
最有特点、最容易被搜索到的，果然有
很好的传播效果。

郭文旭还在美团、糯米、携程等团
购、旅游信息平台上积极推广自己的
咖啡馆，让不少外地人没来海南就知
道火山咖啡馆。

未来：咖啡+旅游做大品牌

郭文旭告诉记者，下一步他想把

咖啡馆开在海南一些有特色的古老民
居、村落附近，把当地特色文化融入咖
啡馆中。

“将咖啡文化与休闲旅游相结合
确实是海南咖啡企业未来发展的一
个方向。”省咖啡行业协会秘书长符
长明说，随着咖啡从高端消费走入百
姓家，近年来海南和国内其他省份一
样，咖啡产业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因
为种植面积受限，海南咖啡产业暂时
无法与云南抗衡。所以可以把旅游
观光和咖啡文化结合起来，走精品咖
啡路线。

“下一步我计划打造火山口咖啡
旅游馆，在海口市区以展示石山互联
网农业和旅游为主题的咖啡馆，同时
又将咖啡馆打造成石山农产品超市。”
郭文旭畅想，通过不断延伸产业链做
大属于自己的咖啡品牌。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

融入本地文化特色，借助互联网创品牌

小小咖啡馆开出“火山味”
创富故事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8月 28日，距离国家《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
台已经整整一个月，网约车合法化问
题得到了明确，但地方细则的制定出
台步伐却相对缓慢。

近年来，海南的出行市场格局也
悄然发生变化，各大网约车企业纷纷
登陆抢滩海南出行市场，颠覆了传统
的出租车经营模式。记者了解到，目
前我省关于网约车和出租车改革的征
求意见稿已经草拟完毕，近期即将出
台。业内人士表示，未来，海南出租车
行业与全国市场一样，将迎来一场深
刻的变革，即网约车占据出租车行业
的个性化服务上游，传统出租车占据
行业大众化服务中游、合乘车占据行
业下游。

异军突起：
网约车冲击传统出租车

从2012年起，滴滴出行、神州专
车、易到用车等智能打车企业陆续登
陆海南，智能打车服务在海南逐步形
成了一定规模。

以滴滴出行为例，据该公司华南
地区负责人李玫介绍，滴滴出行目前
在海南有出租车、快车、专车、顺风车

等业务，多条业务线从2012年到2015
年相继上线，几乎覆盖了全省范围。

据业内人士估算，仅海口地区网
约车的数量就达到了6000至10000
辆，其中活跃的有1000多辆，这个比
例和全国情况大致相同。

而据交通部门统计，目前海南全
省传统出租车的数量为7000多辆，其
中海口3000多辆，三亚2500多辆，两
市的出租车数量加起来超过全省总数
的四分之三，网约车所占的数量也最
多，是我省出租车行业改革的重点。

网约车的出现，对于消费者来说，
出行方式有了多重选择，服务质量更
好，价格可能更优惠，但它对传统出租
车行业的冲击也不小，据交通运输部相
关调研显示，因为网约车的出现，导致
出租车司机月收入下降了30%左右。

“出租车都是两班倒或三班倒，以
前一天能挣到300多块钱，自从有了快
车专车，一天也就挣个250元左右。”海
南昌导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刘师傅说。

海汽贵宾车队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红波也表示，受到神州专车、易到用车
等专车企业冲击，相比前两年，车队的
租赁业务有所下降。

错位竞争：
网约车价格或上涨

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出租车行业的改革要对网约车和
传统出租车这两个新老业态实行分类

管理，错位经营，逐步实现融合发展。
该负责人表示，传统出租车为了

获得经营权已经向政府支付了一笔费
用，而网约车的进入几乎是零门槛，同
时大多数网约车用的都是非营运车
辆，在缴纳保险费率等方面都比传统
出租车有优势，因此网约车和传统出
租车的平等竞争或会导致整个出租车
行业的巨大风险。

这次改革虽然给予符合条件的网
约车以合法地位，但也强调近期对网
约车市场管理要坚持高品质服务、差
异化经营、错位发展的原则，即传统出
租车提供的是普遍化、标准化的服务；
网约车则提供非巡游的运营服务，其
车辆档次和运价应明显高于当地主流
巡游出租汽车，为市民提供高品质和
个性化的出行服务。

也正是基于这个改革原则，神州
专车坚持的‘专业车辆、专业司机’的
B2C模式，无论是人、车的配备，还是
平台的服务管理技术，都已经符合新
政的要求；而以私家车为主，与传统出
租车抢夺大众出行市场份额的滴滴出
行则面临转型升级的挑战。

业内人士预测，未来以更低的价
格预约网约车恐怕不是易事了。

三足鼎立：
网约车出租车拼车融合发展

这次改革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鼓励私人小客车合乘，也就是我们常说

的拼车、顺风车。省交通运输厅有关负
责人说，海口、三亚等城市人口众多，必
须依靠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才能减少道
路拥堵和环境污染，提高道路使用效
率，对包括网约车和传统出租车在内的
出租汽车发展的速度或数量规模都要
做必要的管控，坚持“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适度发展出租汽车”的原则。

这次改革明确鼓励合乘拼车，但强
调合乘车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划清合乘
车与网约车及非法营运的界限，限定合
乘时段、趟次和区域，分摊的部分出行
成本则仅限于燃料成本等直接费用。

据介绍，网约车占据出租车行业
的个性化服务的上游，传统出租车占
据行业大众化服务的中游，合乘车占
据行业的下游，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展开错位竞争，这是近期改革官方比
较理想的模式。

业内人士指出，像传统出租车的
服务饱受诟病，而网约车在评价体系
上就做得比较好，这方面它就要向网
约车学习，“改革给了传统出租车一定
时间转型升级，估计也就是几年时间，
如果传统出租车企业自己不抓住机
会，就一定会被市场淘汰。”

此外，据相关人士透露，新增出租
汽车经营权将一律实行期限制和无偿
使用，完成传统出租车经营权有偿配
置转向无偿使用的过渡，饱受诟病的
传统出租车“份子钱”也有望得到最大
限度降低。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

产经观察

本报万城8月29日电 （记者赵优 通讯
员许安雄）8月 27日至28日，2016年海南省
万宁市旅游及房地产推介会在山城重庆举
行，以房地产展销与城市形象推介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运用线上线下互动的精准“圈层营
销”策略，挖掘重庆长安汽车厂区及当地一些
高端社区的潜在客户群体，组织全部参展项
目抱团展示，重点突出城市形象、项目优势和
发展方向。

据了解，此次推介活动由万宁市住房保
障与房产管理局和万宁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共
同举办。推介活动融入了万宁旅游宣传推
介，广泛宣传万宁旅游风光、资源优势、文化
底蕴等，展示万宁“世界长寿之乡”“世界冲浪
胜地”“中国槟榔之乡”等富有特色的滨海城
市形象和魅力，突出城市宜游、宜居、宜业的
资源特色。

推介会现场，万宁市旅游委工作人员向
参会嘉宾派发了“万宁旅游攻略十一问”“万
宁旅游宣传片”“万宁旅游地图”等宣传资料，
参会嘉宾纷纷对万宁旅游表示出浓厚兴趣。
保利·半岛1号、中信泰富神州半岛等10家
万宁优质房地产企业参加了此次活动，向美
丽的山城重庆的朋友们展示了万宁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以及优越的居住条件，同时也给
重庆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更健康、更舒适的
购房选择。

万宁旅游及房地产
推介走进重庆

本报海口8月29日讯（记者邓海宁 叶媛
媛 见习记者许林 特约记者王伟）今天上午，由
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的“撞出新奇迹，
有一种陨石叫——白沙绿”白沙绿茶全网招商
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会上公布了白沙绿茶
单品销售最高奖励3万元、白沙本土店铺最高
奖励5万元等销售奖励政策，并发布了防伪溯
源“满天星计划”产品标识。

发布会上，白沙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活动将以白沙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为背
书，对合作淘宝店铺授予白沙电商认证证
明，并提供白沙绿茶厂家价格供货、原产地
海南白沙直发且一件代发等服务，单品销售
10万元奖励1万元，30万元奖励2万元，60
万元奖励3万元，白沙本土店铺除单品奖励
外网店销售 10 万元奖励 1 万元，60 万元奖
励2万元，100万元奖励5万元的电商政策。

据了解，白沙绿茶作为海南品牌农产
品、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在海南省市场
一直有着不错的反响。本次平台活动产品
上市之前，由于个体经营的茶叶品质不一、
真伪难辨，导致白沙绿茶品牌力不强而线上
流量不佳。

为解决这一难题，保证白沙绿茶销售效果，
白沙黎族自治县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协议，加
入“满天星计划”，推进农产品防伪溯源体系建
设。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满天星计划”的产品
标识。

在发布会现场，白沙县政府还与中国工商
银行融e购等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未来将在农
业电商宣传，优质农产品推广、销售等方面进行
深度合作。

启动全网招商活动

白沙绿茶单品销售
最高奖3万元

网约车

据估算，仅海口地区网约车
的数量就达6000至 10000辆

其中活跃的有 1000 多辆，
这个比例和全国情况大致相同

出租车

据交通部门统计，目前海南
全省传统出租车的数量为 7000
多辆

其中海口 3000 多辆，三亚
2500多辆

影响

据交通运输部相关调研显
示，因为网约车的出现，导致出租
车司机月收入下降了30%左右。

网约车合法新政“满月”，海南地方细则征求意见稿近期将出台

海南出租车行业将迎“三足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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