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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晚，恒大2017世界斯诺

克中国锦标赛在广州拉开帷幕。世界职

业斯诺克协会主席福泽盛、中国台球协

会等相关领导和恒大集团执行董事、副

总裁、党委副书记史俊平等领导和嘉宾

参加了开幕式。比赛将于8月16日至

22日在广州体育学院亚运馆进行。

据介绍，恒大2017 世界斯诺克中

国锦标赛由去年的邀请赛升格为积分排

名赛，今年的赛事创下五大纪录：规格

高，参赛规模、奖金数额、影响力在国

内斯诺克赛事中无出其右者；发展快，

创办第二年即成为世界积分排名赛、连

续两年都吸引所有选手参赛；奖金高，

赛事总奖金70万英镑、冠军奖金15万

英镑；阵容强，吸引了世界排名靠前的

72位选手参赛；影响广，赛事新闻通

过全媒体立体传播覆盖全球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

作为中国首席球手和恒大集团签

约代言人，丁俊晖的参赛最受球迷关

注。而丁俊晖本人对此次赛事也极为

重视，在赛前面对媒体的采访时，一

向寡言的丁俊晖爽快利落地表示，在

广州比赛，球迷的支持是他最大的优

势，主场优势让他有信心战胜世界第

一塞尔比。当有媒体问他想不想在恒

大中锦赛上向刚刚战胜过自己的奥沙

利文复仇时，丁俊晖面带微笑说了两

个字：当然。

据了解，恒大2017世界斯诺克中

国锦标赛汇集了当今世界72名高手，

如此高规格的参赛阵容几乎是世锦赛

的翻版，排名前列的巨星也都战意甚

浓。卫冕冠军希金斯在开赛前的红毯

秀上直言自己提前三天抵达广州做适

应准备，就是为了实现卫冕。

世界斯诺克协会主席福泽盛在开

幕式致辞中对独家承办斯诺克中锦赛

的恒大集团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我们诚挚地感谢恒大集团为赛事推

广所做出的贡献。我们热烈欢迎恒大

集团加入到我们这个斯诺克大家庭中

来，我们希望在往后的岁月中有更多

的合作。去年的中锦赛取得圆满的成

功，而这次的中锦赛将会上升到一个

更高的层次。”

恒大集团执行董事、副总裁、党

委副书记史俊平在开幕式致辞中指

出，为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发展，助

力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

在国家体育总局、广东省体育局、世

界斯诺克协会大力支持下，恒大于

2016年创办斯诺克中锦赛，成为大型

世界赛事之一。

史俊平表示，当前，广东正致力

建设体育强省，广州也在打造国际体

育名城，广大老百姓积极参与体育运

动，懂得欣赏高水平体育赛事。他相

信，这一次，斯诺克球星们将在比赛

舞台上、在观众面前，奉献精彩的体

育盛宴。

据悉，恒大2017世界斯诺克中国

锦标赛票务销售已于8月11日在大麦

网上线。开幕式当晚场馆座无虚席，

截至目前，半决赛、决赛等重要场次

的门票也已销售过半。

（李沐霞）

恒大斯诺克中锦赛开杆
丁俊晖等斯诺克大师齐聚广州

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在2017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金秋
车展上，我们为海南车友们准备了0
首付/0利息购车方式，尽量解决大家
买车难、利息高的问题，希望有更多车
友和我们一起约‘惠’9月金秋车展。”
今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海南京诚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市场经理李天贵
向海南车友发出了热情邀约。

“自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创办以
来，海南华诚集团（旗下代理北京现

代、北京奔驰、广汽三菱、北汽绅宝、
北汽威旺、北汽新能源等品牌）一直
与其保持着亲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金秋车展是海南每年最后一个
大型车展，给参展商和购车客户提供
一个互惠互利的平台，我们每年金秋
车展都收获大量订单，销量最高时突
破300台。”李天贵说，海报集团金秋
车展的金字招牌和品牌效应，让他对
今年9月金秋车展的销量满怀期待。

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平日的
观察思考，李天贵还与记者分享了他

所了解的目前整体市场的购车趋势。
“汽车性能肯定是客户首选，与此同
时，外观、安全也很重要。还有一点，
目前客户购车主要是按揭方式居多，
而且免息政策会左右客户的考虑。”李
天贵说，这也是在本次金秋车展上，北
京现代京诚店（海南京诚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为海南车友们准备0首
付/0利息购车方式的原因，希望能为
大家创造更加舒心的购车条件。

“好优惠还得配好车。”李天贵介
绍，北京现代将有全系11款车型亮
相此次车展，主推iX25、全新途胜、
领动、名图等4款车。iX25搭配1.6T
发动机+7速双离合变速器，同时配

备智能四驱系统等；全新途胜拥有同
级独有1.6T发动机+7速双离合变速
箱黄金动力组合，油耗更是超越同级
低至百公里6.9L；领动采用同级别少
有的1.4T发动机+7速双离合变速
器，更有前、后排座椅加热功能；名图
搭载1.6T发动机，采用缸内直喷技
术，百公里油耗低至6.3L。各款车型
都各有优惠。

“目前车展节目和展具都已准备
完成，接着是人员培训和招聘小蜜蜂
及导购员。”李天贵说，考虑到9月金
秋车展的观展人流量较大，他们要准
备充足人手，以便打好这一仗。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

海南京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车友发出邀约

主推4款车型 邀您金秋约“惠”
惠动椰城 2017金秋车展特别报道

第七届海口冬春季航空
市场推介会举办
签订多条国际航线合作意向书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黄裕光 陈栋泽）今天下午，由海口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主办、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等单位承办的“第七
届海口冬春季航空市场推介会”在海口举行，境内
外航空公司、旅行社（包机商）、外地机场等相关单
位近200人参加了此次推介会。

推介会介绍了海口市旅游市场的相关情况及
产品，并针对海口国际航空市场发展状况与下一步
航线网络计划，以及美兰机场即将正式开业的海口
航空旅游城“住+购+娱”配套业态进行了推介。

据了解，目前美兰机场已经开通了境外航线
35条，国内航线190条，截至8月14日，美兰机场
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400万人次，同比增长
20%，进入暑运以来的客流量增幅高达30%以
上，新开通的海口至雅加达、仰光、清迈、槟城、普
吉等10条国际航线，国际地区客流量同比增长高
达27%以上。

会上，海口市旅游委还与海南航空、南方航空、
天津安科运达公司、上海不夜城旅行社等企业举行
了签约仪式，就海口至悉尼、伦敦、芭提雅、东京、大
阪等国际航线的开通签订了开发合作意向书。

三亚评选出30家旅游
标准化示范企业

本报三亚8月16日电（见习记者徐慧玲 记
者林诗婷）记者今天从三亚市创建全国旅游标准
化示范城市工作总结暨2017年旅游标准化工作
推进会上获悉，三亚评选出30家首批旅游标准化
示范企业，18家星级婚纱摄影企业，39家海鲜餐
饮星级商家，以及20名三亚市旅游标准化先进个
人，旨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助推三亚创建旅游标
准化城市。

近年来，三亚引导全市涉旅企业完善和实施行
业标准，三亚旅游产业硬件设施、服务质量、品牌形
象等均得到提升，同时涌现出一批创建工作典范。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三亚评选出蜈支洲岛
旅游区等30家首批旅游标准化示范企业，纽之约
婚纱摄影店等18家星级婚纱摄影企业，东海龙宫
美食城等39家海鲜餐饮星级商家，以及20名三
亚市旅游标准化先进个人。

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三亚
将引导涉旅企业向标准化、个性化、品牌化方向发
展，打造特色旅游产品。

陵水推出便民新政

扫码可申办
食品经营许可证

本报椰林8月16日电（记者林晓君 通讯员
杨国芳）今天记者从陵水黎族自治县食药监局了
解到，该局近日推出了二维码链接，市民在申办
《食品经营许可证》前，只需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
可立即获知办证所需材料及步骤。

申请书怎么填写、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需
要准备什么材料……在申办《食品经营许可证》
时，许多市民常常会遇到流程不清楚的问题。如
今，市民到陵水食药监局申办该证，只需扫一扫摆
放在服务柜台前的二维码链接，即可获取申办材
料清单，不仅材料清单一目了然，而且还能从网上
自行下载申请书，方便快捷。

据介绍，下一步该局将把行政审批的其他内
容放进手机公众平台内，方便群众办理相关事项。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叶
媛媛 见习记者曾毓慧 实习生陈子
仪）记者从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了解
到，8月14日起，海口在全省率先启
动“一窗受理”服务，81个城市建设事
项被优先纳入其中，企业代表、市民可
在一个窗口一次性办理所有投资项目
审批业务。

记者今天一早走访了海口市政府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海口市
政府服务中心已对投资项目审批业务
取消叫号服务，今后企业代表和市民
到达办事大厅后，任意选择一窗口即

可办理相关业务。
“效率确实提高了不少！”多次办

理过城建项目审批事项的邓先生告诉
记者，受事项前置条件的限制，以往办
理这类证件时，不得不跑遍多个职能
部门。

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副调研员董
春贵介绍，海口此次实施“一窗受理”，
是将住建、规划、气象、环保、国安、发
改、市政市容、民防及水务9个部门，
涉及投资项目审批综合事务的81项
具体业务进行统一窗口办理。

“选择投资项目类作为‘一窗办

理’的突破口，是因为这类业务社会
关注度高，改革的难度也最大。”董春
贵说，启动“一窗受理”后，政务中心
将采取“五个一”工作机制向企业代
表和市民提供便民服务，即“一张清
单、一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网办
理、一窗出证”。

“我们将81个具体事项列出了
一张清单，方便企业代表和市民了
解哪些业务可以同时办。有不明白
的事项，我们也会一次性告知，同时
我们对这些事项进行了流程再造，
列出了33个并联审批事项。”董春贵

表示，今后在办理此类业务时，即使
是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审批，也可取
消前置条件，业务一经受理后将由
审批系统“一网办理”，同时分发给
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办理。“等证件办
好了，市民就可以一次性提取，这样
不仅节约时间，更减少了跑腿次数，
既省心，又省力。”

记者了解到，海口的“一窗受
理”服务不仅取消了“预受理”，同时
还实现了“受理即计时”。“也就是
说，企业代表或市民的材料一经我
们受理，办件就开始计时。”海口市

政府服务中心一窗受理工作人员谭
毅明告诉记者。

“一窗受理”不仅对百姓好处多，
对政府节约行政成本也大有益处。“因
业务内容不同，以前常会出现部分窗
口人满为患、部分窗口闲置多时的局
面，现在我们所有窗口办理同样的业
务，即使只设15个窗口，也不再出现
拥挤。”董春贵说。

他还透露，预计在明年年初，海口
市政府服务中心还将实现社会与商事
两类事务的“一窗受理”，届时海口将
实现“一窗受理”业务全覆盖。

海口率先启动“一窗受理”服务
81个城建事项可在政务中心同一个窗口受理

洋浦出台中小企业
贷款贴息办法
每家企业年度最高贴息不
超过15万元

本报洋浦8月16日电（记者易
宗平 实习生黎鹏）如何支持中小企业
迅速做大做强？记者今天从洋浦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获悉，该开发区出台实
施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办法，对每家企
业年度贴息最高可扶持15万元。

据了解，最近出台的《洋浦经济开
发区中小企业贷款贴息暂行办法》，明
确扶持对象为具有独立法人、工商注
册地点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包括洋浦
保税港区）内、符合扶持条件的中小企
业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申请企
业必须依法纳税，守法经营，符合生态
环保、安全生产要求。

洋浦对中小企业贷款融资的扶
持标准为：直接在我省注册的银行
机构贷款的中小企业，按直接贷款
年日均余额的1%给予贴息；通过注
册在海南省内的信用担保机构担
保，向银行取得担保贷款的中小企
业，按担保贷款年日均余额的1%给
予贴息。不论是直接贷款还是担保
贷款，贷款贴息范围均为企业已偿
还的贷款，每家企业年度贴息总额
不超过15万元。

同时，为降低信用担保机构承担
的压力，洋浦还将为信用担保机构提
供风险补贴。在当年度，为洋浦区内
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提供担保贷款并
已完结的非个人担保项目，按当年担
保贷款实际金额的1%给予补贴。每
家信用担保机构每年度补贴总额，不
超过50万元。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已获得国家和省级同类扶持
资金的企业，可以同时向洋浦申请扶
持资金。

8月15日，海口机场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对截获的国家禁止携带进境物进行检验检疫。
据了解，该局增强口岸初筛实验室力量，多措并举，保障国境生态安全。今年上半年，该局共截获

国家禁止携带进境的动植物及动植物产品2698批次，发现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16种次、非检疫性73
种次。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生态检疫严把关

海峡股份将造
2艘高速客滚船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记者近日从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该
公司将投资4.8亿元建造2艘高速客滚
船，投入海口至海安航线运营，并同步
对码头泊位和客运设施升级改造。

据了解，该公司董事会近日审议
通过了《关于分期建造2艘高速客滚
船投入海安航线运营的议案》，在2艘
船都已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营
运收入约1.47亿元，净利润约3263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