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上半年陵水商品房销售面积

达107.5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59.2%
销售额为172.9亿元

同比增长40.7%

成都市民刘先生一家三口趁着周末前来看房。 本报记者 徐一豪 摄

营销成果营销成果

数说数说

看

据统计
10月21日——23日展会期间

陵水参展企业共派发资料843份

收获意向客户40组

现场成交商品房16套

总成交金额2030万元

成交面积1366.4平方米

陵水房产销售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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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一烤鱼店厨房起火
电路故障所致，无人员被困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
潘伟）10月22日晚10时50分左右，海口虹冠大
厦一楼百度烤鱼店发生火灾，经过近2个小时的
扑救，火情才完全被控制。经火调人员调查，初
步认定火灾原因为厨房内电气线路故障，引燃
周围可燃物造成，财产损失约5000元。

今天下午6时左右，记者来到该店，看到该
店门口已贴上了消防专用封条。烤鱼店和旁边
的鹅公馆都未营业。

涉事烤鱼店已停止营业。 本报记者 丁平 摄

丰盛油8号船舶
再次发生闪爆
暂无人员伤亡

本报八所10月23日电（记者罗安明 通
讯员符才丽）10月20日13时许，一艘广东东莞
丰海海运有限公司的丰盛油8号船舶在八所港
危化码头装载石脑油（化工轻油）过程中机舱发
生闪爆。今天17时许，该船再次发生闪爆，未
造成人员伤亡。

10月23日17时许，正在紧急救援的丰盛油
8号船舶再次发生闪爆。目前，消防官兵正在现
场开展紧急救援。生态环保和海洋部门也正对
大气和海洋环境进行监测，目前各项环境指标均
未超标，海域环保工作将不间断地进行监测。

为了进一步做好安全防范工作，确保广大
市民的人身安全，在现场指挥部的指导下，东方
工业园区内的所有人员已有序撤离到安全地
带。工业园区周边的十所村、八所村也正有序
组织撤离。请广大市民不要擅自进入园区。也
请广大市民不恐慌，不造谣，相关信息现场指挥
部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中国海南·柬埔寨光明行”第
二次行动结束的第三天，记者收到
了一张从柬埔寨金边市发来的照
片。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华侨邓达光
手举一张白纸望着镜头，上面一笔
一划地用中文写着：“我的亲人，您
们在那里？”（“那”应为“哪”——编
者注）

思绪被拉回一周前。当时，“光明
行”活动在柬埔寨磅湛市开展得如火
如荼。因为医疗队与当地百姓语言不
通，邓达光等华侨志愿者在活动中扮
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每天要进行超
过10个小时的翻译工作。而这已经
是他们第二次参加“光明行”活动了。

就在10月11日下午，忙得一头
大汗的邓达光抽空找到记者，压着声
音有些不好意思地问：“你是海南日
报的记者吗？我都这把年纪了，还不

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能不能拜
托你帮我找找故乡的亲人？”

邓达光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身
世：半个多世纪以前，父亲邓香成为
谋生计远渡重洋，来到柬埔寨安家落
户，母亲于1954年在贡布省磅咋叻市
才正社生下了在家中排行老四的
他。1979年，他们举家迁往首都金
边，一直经营着食盐生意，日子过得
还算富足。

一天，课堂上老师向他提问：“你
说自己是海南华侨，还会说海南方
言，那你的祖居地到底在哪呢？”年少
的邓达光一时语塞，回家去问父亲却
总也得不到准确的回答。他猜想，大
概是父亲不愿再去回忆那段苦涩的
往事，不愿再去回忆那个再也回不去
的地方。

但随着年岁增长，父亲与哥哥、
姐姐相继离开人世，邓达光对亲人的
眷恋、对认祖归宗的渴望愈发强烈。

这也是他为什么两次放下金边的生
意，带着夫人前来磅湛为“光明行”活
动做志愿服务的初衷——在这里，他
与故乡人民在一起，比任何时候都更
能体会这份乡愁。

可惜他能提供的线索太少，唯一
明确的只有父亲的姓名，所说的海南
方言也并不纯正。在他记忆里，大约
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父亲还掌
握着种植胡椒的技能，“我会不会是
海南琼海或者琼山人呢？”

他渴望回到海南，因为“在我心
里，故乡很美、很繁华”，但他又害怕
回到海南，因为“很可能回到故乡，我
还是孤孤单单”。

一位花甲老人的热泪，让所见者
为之动容。希望热心读者能够提供
有效线索，为漂泊在外的海南华侨找
到故乡亲人，圆他半生夙愿。记者联
系电话：18898225552。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

“中国海南·柬埔寨光明行”琼籍华侨志愿者委托海南日报寻亲

“我的亲人，你们在哪里？”

相关线索：
其父名叫邓香成，

半个多世纪前由海南迁
至柬埔寨，会种胡椒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徐一豪

深秋的成都，已有几分凉意，为期
3天的海南陵水城市营销暨旅游地产
推介活动给“蓉城”市民带来了热带岛
屿的温情，迷人的自然风光、丰富的热
带水果、优美的黎族歌舞，让他们倍感
兴奋。

本次推介活动，陵水黎族自治县19
家房企带来了20个优质房产项目。据
统计，10月21日—23日展会期间，陵水
参展企业共派发资料843份，收获意向
客户40组，现场成交商品房16套，总
成交金额2030万元，成交面积1366.4
平方米。

城市营销带动房产销售

“政府主动搭台，企业积极参与，
媒体强势宣传，海南陵水城市营销
暨旅游地产推介活动办出了我们自
己的特色，也卓有成效。”陵水县政
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经济下行大
背景下，陵水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
保持平稳，商品房销售面积仍在增
长 ，全 县 房 地 产 市 场 保 持 健 康 发
展。今年上半年陵水商品房销售面
积 达 107.5 万 平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59.2%，销售额为 172.9 亿元，同比增
长 40.7%。

陵水陵河幸福家园项目位于陵
水城区核心地段滨河南三路，北望
陵水河，西北面为陵水体育馆、国家
羽毛球训练基地，东临陵水商业区，
该项目定位为陵水高质低价的新兴
精品社区。

“我们项目已建成一期、二期，
现在有房子约 600 套，但可销售的房
源只有几十套了。”陵河幸福家园项
目负责人邓文革告诉记者，陵水近
几年的城市营销暨旅游地产推介活
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目前他
们项目的房子销售根本没有压力，
这次来成都推介，主要是为项目第

三期做铺垫。
据了解，为了让陵水的推介活动取

得最好的效果，活动承办单位提前谋
划，精心设计。陵水推介活动成都站选
在成都环球中心。

该项目占地面积约1300亩，总建
筑面积约 176 万平方米，有亚洲最大
单体建筑，是由中央游艺区和四周酒
店、商业、办公等部分组成的一个集游
艺、展览、商务、传媒、购物、酒店于一
体的多功能建筑。这里已经成为成都
市的娱乐天堂、购物天堂、休闲天堂和

美食天堂。

参展房企主动出击收获丰

连日来，记者在环球中心陵水旅游
地产展示会现场看到，成都市民刚进入
商场，就被独具陵水特色的民族歌舞吸
引，他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下精彩瞬
间。

“岛外多数人只知道海南三亚、博鳌
以及文昌等地，三亚是国内知名旅游城
市，博鳌因博鳌亚洲论坛闻名于世，文昌

因航天基地陆续被外界知晓。陵水在哪
里呢？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很多人并不
一定知道。”陵水清水湾旅业阿罗哈项
目销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政府组
织，房企抱团出岛，一次次推介陵水城市
形象及优质楼盘，提高了陵水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我去过三亚，但第一次听说陵水，
今年春节我准备全家自驾游去海南，刚
才看了陵水的城市形象宣传片，确实美
得令人心醉。”成都市民刘先生一家3口
来到陵水旅游地产展示中心，向工作人

员咨询陵水的区位、房产的价位以及相
关旅游资源等。

此次展会取得良好效果，和参展企
业主动出击不无关系。展会期间，各企
业除积极参展外，还主动出击，通过联
系老业主、意向客户等方式促成交易。
地处清水湾的绿城蓝湾小镇，有公寓、
有洋房，也有别墅和产权式酒店，产品
类型丰富。

活动期间，工作人员通过联系老客
户带动新客户，成交住房16套，并收获
了一大批意向客户。

主流媒体宣传造势助力营销

本次推介会，承办单位海南日报报
业集团继续发挥媒体宣传优势。

为让成都市民及时了解展会信
息，展会活动承办方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提前在成都市当地主流媒体进行宣
传造势，把陵水的自然、人文风情以及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介绍给成都
市民，同时，还把参展房企相关优惠政
策告知大家。 《四川日报》等当地主
流媒体纷纷刊发推介活动相关信息，
为活动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新闻发布会当天，吸引了包括四川日
报、华西都市报、成都日报、天府早报、成都
商报、成都晚报、环球时报、四川电视台、成
都电视台、新华网、人民网、四川新闻网等
在内的40余家媒体60多名记者参加，媒
体阵容空前。各媒体从不同角度给予详
细报道，把海南陵水的区位优势、自然风
光、精品楼盘项目等介绍给成都市民。

此外，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整合旗下报
纸、网站、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媒体资
源，通过专栏、专题、微直播等形式，进
行全媒体、全方位、立体式宣传报道，
力推展会取得实效。据不完全统计，
活动期间，海南日报全媒体共刊发活动
相关稿件30余篇，引发转载50余次。

“相比企业自己推介，政府搭台，企
业唱戏，媒体参与这种模式具有明显的
优势。”绿城蓝湾小镇渠道人员说，政府
站台推介，使得项目的可信度更高，企
业的底气也更足；媒体参与宣传，推介
活动的影响力更大、面更广，从而可以
挖掘更多潜在客户，“另外，成都是陵水
旅游地产市场潜力最大的市场之一，此
次推介可谓适销对路。”

此次赴成都推介，是2016海南陵水
城市营销暨旅游地产推介活动的第三
站，此前赴贵阳、昆明推介，都取得了良
好效果。11月初，陵水还将赴郑州推
介，继续将陵水的优质旅游、地产资源展
示给全国人民。

（本报成都10月23日电）

2016海南陵水城市营销暨旅游地产推介活动成都站落幕

芙蓉城里人潮涌 劲吹热带海岛风

本报三亚10月23日电（记者良
子 通讯员陈炜森 王坤）近日，三亚
市公安局崖州分局，依法严厉打击阻
挠项目建设、扰乱正常生产经营秩
序、敲诈勒索、强揽工程和强买强卖
等违法犯罪活动，打掉了一个盘踞在
三亚市崖州区，采取枪击、打砸、拦
截、恐吓等方式强行收取运输砂石车
队保护费和盗窃重点建设项目建设
物资的涉恶犯罪团伙，成功侦破该目
标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破获

案件7起。
警方查明，2015年7月，海南腾

跃达建筑工程公司车队（简称跃达车
队）进驻三亚市崖州区，主营省重点
项目南山港码头填海用石的运输业
务。2015年 7月至2015年 8月，犯
罪嫌疑人苏某三、苏某星、程某、苏某
仇等人为达非法收取保护费的目的
便在运输车队必经路段以枪击、打
砸、拦截、恐吓等方式骚扰、破坏运输
车队正常经营多达30余次。

2015年8月起，该车队负责人李
某某被逼无奈每月向苏某三、苏某
星、程某等人支付6000元保护费。
2015年 8月至2016年1月，跃达车
队先后向苏某三、苏某星等人交6个
月的保护费，共计36000元。2016
年初，由于建筑用砂价格的上涨，苏
某三等人为了非法获取更大的经济
利益，便伙同王某、黄某等人在三亚
市崖州区创意新城盗窃园区的工程
储备用砂100余车，造成该园区巨大

经济损失。
2016年3月，该团伙又以打砸、

拦截、枪击等手段强迫跃达车队免费
帮其运输其盗窃的砂子。后苏某三、
苏某、苏某某和苏某星等人在创意新
城再次盗砂时被三亚市公安局崖州
分局民警当场抓获。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苏某三、程
某等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收
缴的枪支来源的追查、深挖余罪、追
逃等工作正在深入开展。

以枪击、打砸、拦截等方式强行收取保护费

三亚一涉恶犯罪团伙被警方打掉

寻亲华侨
邓达光邓达光

知情者可联系记者
电话：18898225552

祖籍：不详

本版制图/王凤龙

三亚将开通
微信城市服务平台
动动手指即可办理11项服务

本报三亚10月23日电（记者袁
宇）只须动动手指，市民游客就可通
过手机在三亚市微信城市服务平台
实现预约挂号、景区网上购票、入境
业务预约、车辆违章办理等功能。记
者今天从三亚市科工信局获悉，三亚
市微信城市服务平台预计于今年12
月底前应用推广，12345、12301热线
将入驻该平台，为市民、游客提供11
个领域民生事项的便捷服务。

三亚市科工信局有关负责人透露，
三亚市微信城市服务平台将以腾讯微
信城市服务平台为载体，全面整合各类
信息资源，实现“一个入口，多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