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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0日讯 （见习
记者曾毓慧）2017海报集团金秋
车展将于9月 7日—10日在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记者今天从
车展组委会获悉，海南电信、移动、
联通翼支付二星级及以上用户（注
册翼支付用户）可在车展期间享受
一系列优惠活动。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杨
艺华）“参加海报集团金秋车展能够
提升公司品牌宣传新车型，更重要的
是能使公司销量大幅攀升。”海南九
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廷武
表示，作为“海报集团金秋车展”的

“忠实粉丝”，从首届车展至今，年年
参展、年年收获，期待今年车展能有
更好的成绩。

“从第一届车展销售汽车20台，
到2016年达到200台，我们的销量
和海报金秋车展一起成长。”林廷武
认为，海报金秋车展品牌效应日益扩
展。由于时间节点选得好、服务做得

细，在服务车商和消费者方面找到了
很好的契合点，一年又一年收获了大
批“追随者”。

据了解，海南九兴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代理长城汽车品牌，长城汽车拥有
哈弗SUV、腾翼轿车、风骏皮卡三大
品类。上世纪90年代，长城汽车率领
皮卡系列产品进入海南汽车市场，发
展至今，长城汽车三大品类产品在海南
已经拥有了一批忠实的用户。风骏皮
卡系列车型因为性价比较高，市场销售
表现也比较突出，在海南皮卡的市场
占有率达到近三成。

为了让消费者更好地接触、体验

车型，能一站感受到多款车系，在金
秋车展上，海南九兴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将推出哈弗全系列、冠军车型长城
皮卡及WEY的首款车型等系列。

“今年我们把展位面积扩大至500平
方米，值得注意的是，车展上我们将
推出中国第一个豪华 SUV 品牌
WEY 的 首 款 量 产 车 型 VV7c/
VV7s。”林廷武说。

据介绍，WEY的首款量产车型
VV7c/VV7s采用流体力学豹式车
身，营造出“静态动感”，配备2.0T双
流道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动机，最高
车速每小时可达205公里，低转速，

高扭矩，带来良好加速性，并兼顾燃
油经济性。该车采用7速湿式双离合
变速器，也是中国第一款7速湿式双
离合变速器，相比传统7AT，可提升
5%的燃油经济性，有效减少油耗。

对于消费者所关心的优惠政
策，林廷武表示，车展当天将根据车
型进行5000元至3.5万元不等的优
惠价格，“还有更多的惊喜，将在会
展当天揭晓，客户在车展期间购车
的优惠力度会比平时要大很多，这
也是为了回馈新老客户的支持，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为满意的购车
服务。”

海南九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廷武：

海报金秋车展伴随车商一路成长

2017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期间 翼支付可享多项优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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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叶媛
媛 实习生陈子仪）今天上午，海口市
石山镇“品万年火山之醇香——石山
黑豆千人宴”在火山口公园举行，上
千名游客欢聚一堂，共赴一场黑豆美
食盛宴。

有着4000多年种植历史的火山黑
豆，是石山人烹饪时最重要的食材之
一。今年5月，“石山黑豆”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不仅让石山黑豆品牌
的认知度和影响力逐渐提升，更为当地
的旅游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为了展销石山特色农产品和旅
游产品，活动现场还专设了“石山农
夫市集”,不少农户带来的产品一经
推出便销售一空。

海口市秀英区有关人员介绍，此
次石山黑豆千人宴，旨在以豆为媒，通
过“黑豆宴”串联石山现有民宿项目、休
闲农业观光基地、火山口景区、乡村农
家乐和示范农业产业园，展示石山在

“互联网+”和全域旅游建设中取得的成
果，打通农旅产品销售渠道，以点带面
完善石山全域旅游体系的建设。

活动中，主办方发布了火山清肺之
旅、火山古村行、石山骑行游、火山生态
体验游、石山凹造型摆拍游5条石山全
域旅游路线，还举行了“石山黑豆”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仪式。

此次活动由省农业厅、海口市秀
英区人民政府主办。

2017年海南青年农村电商大赛总决赛
今天在三亚举行

一等奖奖金最高达8万元

本报三亚8月20日电（记者袁宇）记者今天
从共青团三亚市委获悉，2017年海南青年农村电
子商务大赛总决赛将于8月21日在三亚举行，将
决出本届赛事的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其中一
等奖奖金最高达8万元人民币，并将择优推荐优
胜项目参加全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

总决赛特邀省内电商领域专家、知名企业代
表、创业导师、投资人等联合组成专家评审团，并
采用“4+4”模式对晋级决赛的参赛项目及团队进
行评审，并由7位专家评审与40位大众评审现场
打分，确保大赛的公开、公平、公正，最终决出优
胜项目。

据悉，本次大赛以“青春创业电商兴农”为主
题，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吸引了全省
广大农村创业青年参加，收到的参赛项目多达
130多个，其中共有23个项目入围总决赛。项目
涵盖农产品电商、涉农服务电商、涉农文创电商等
多种商业模式。

海口石山镇以豆会友，以豆为媒

上千游客共赴
黑豆美食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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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欠税款滞纳金1500万
列入失信“黑名单”寸步难行
海口一房地产企业承诺补齐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记者王培琳 实习生
许书慧 通讯员钟瑶瑶）记者今天从海口市国税局
了解到，一家因多次催缴仍不缴纳税款滞纳金被
列入海口市失信“黑名单”的房地产企业主动与海
口市国税局联系，递交了3个月内还清所欠税款
滞纳金的承诺书，同时将其名下的两栋别墅作为
担保。至此，该公司欠缴近3年的1500余万元滞
纳金清缴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据了解，房地产行业的欠税清理一直是海口国
税欠税追缴工作的重点与难点。该局将房地产行业
欠税20万元以上的正常开业户列入重点追欠名单，
通过对该名单的进一步核实和筛选，将10户久欠不
缴及走逃失踪的房地产欠税户作为失信“黑名单”对
象推送给市发改委。被列入失信“黑名单”的企业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在行政审批、招标投标、市场
准入等方面受到多部门联合惩戒，企业的活动空间
大大压缩，严重影响其在市场的竞争力。

在与企业达成协议后，海口市国税局业务部门和
税源管理部门密切配合，立即制作了查封决定书、协助
执行通知书等文书，并向市房管部门发函请求协作，及
时将企业名下的房产予以查封。鉴于该企业有积极纠
错行为，海口市国税局在对企业提供的房产办理完查
封手续后，准予将其相关信息从失信“黑名单”中移除，
既给予了企业纠错的机会，也避免了国家税款的流失。

201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率代表团到
访海南并参观海口港新海港区一期工
程，强调要加快推进湛江港徐闻港区
建设，进一步畅通琼州海峡通道，推动
粤琼两省更紧密合作。同年9月 28
日，海南省委书记、时任海南省省长刘
赐贵与时任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就推进
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发展进行交流，
达成了继续深化两省合作、提升琼州
海峡两岸资源一体化和集约化发展水
平、提高客滚运输效率、降低社会物流
成本等共识。

湛江、海口两市围绕“琼州海峡一
体化”开始了密切频繁的交流合作。
2016年12月16日，海口湛江推进“琼
州海峡一体化”发展第一次联席会议

在海口召开。
今年5月和7月，湛江党政代表团

和海口党政代表团分别互相走访考察
学习。

一来一往间，两市在增进友谊的
同时，也开启了合作的新篇章。

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张琦指
出，两市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合
作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协调机制，以省
级合作基础为依托，在市级层面多加
强联系，高层次、高密度、高水平对接，
海口也将全力以赴推动两市合作。

湛江市委书记郑人豪同样说到，
推动“琼州海峡一体化”发展，建设
琼州海峡经济合作区，是国家和两
省赋予湛江与海口的光荣任务，湛
江一定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在“琼州海峡一体化”背景下，海口湛江在交通旅游等方面加强合作

两地距离“拉近”市民游客走动更方便
湛江市民反响热烈，广东省内多家主流
媒体纷纷争相报道

“琼州海峡一体化”推介会
广受好评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容朝虹

8月19日下午，以“跨过海峡，惊叹海口”为主题
的琼州海峡交通港航旅游一体化推介会，在广东省
湛江市万达广场举行。推介会通过吃住行游购娱等
立体的城市资源优势，向湛江市民全面展示了海口
之美，并赢得广东省内多家主流媒体的争相报道。

活动精彩纷呈“港城”市民反响热烈

“请问湛江到海口三天两晚的奢华之旅怎么报
名？”“湛江到海口最方便的交通方式是哪种？”……在
当天的推介会现场，众多湛江市民及游客前来咨询
从湛江到海口旅游的相关情况。

“住五星级酒店，泡温泉，逛电影公社，游热带
野生动植物园，还能畅享海南的特色美食，内容这
么丰富的三天两晚只要988元，真的太超值了！”
湛江市民马建虎经过一番咨询后高兴地说。

据了解，推介会活动当天，主办方通过互动游
戏、有奖问答、微信摇一摇等方式，将现金红包、免
税商品、琼州海峡一卡通、春光特产大礼盒以及

“海口三天两晚奢华体验游”等丰厚的礼物送给现
场与会嘉宾及普通市民。

同时，在精彩的推介环节中，海口旅游企业同
湛江市民实现了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向湛江
市民充分展示了海口丰富的旅游资源，便捷的交
通条件，以及良好的商业投资环境和服务等。

舆论氛围浓厚 主流媒体争相报道

“之前就在媒体宣传中看到活动介绍了，正巧
近期有旅行计划，所以今天特地到现场来参加活
动报名体验。”湛江市民赵岸邱说。

据了解，在活动前期，各种宣传活动就已经在
琼湛两地开始进行造势，如新闻报道、专题宣传、
广告投放、iH5微信推广、线上互动游戏等，在两
地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

活动启动后，精彩的内容和当地市民的热烈
反响，引发了广东省内如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湛江
日报、湛江电视台、湛江人民广播电台、湛江晚报、
湛江新闻网、湛江云媒APP、掌上湛江、微湛江、碧
海银沙等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社会反响热烈。

“湛江、海口虽隔海相望，但亲如一家。希望
以后能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加深两地的沟通和
交流，为两地的经济、旅游等城市的融合发展注入
新活力。”湛江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见习记
者曾毓慧）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海口市
美丽乡村百镇千村建设项目现场推进
会获悉，海口将于今年底建成71个美
丽乡村和18个特色风情小镇，为实现
海口全域旅游布点串线。

海口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海口市2016年启动的35个美丽乡村

建设工作正在加速推进中，目前已完
成或基本完成34个美丽乡村建设。
其中，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龙华区
新坡镇仁里村、琼山区三门坡镇龙马
村、大坡镇树德村等6个美丽乡村获
评“2016 年海南省三星级美丽乡
村”。今年，海口再启动 36个美丽
乡村建设，并计划于今年底全部建

成，力争创建出一批海南省五星级
美丽乡村，逐步打造“五纵四横一滨
江”美丽乡村旅游带，形成“花香山
水”“九龙戏水”“鹤舞九湖”等多个
美丽乡村片区格局。按照规划，海
口2018年底将累计建成106个美丽
乡村，2019 年底前将累计建成 142
个美丽乡村。

今年以来，海口多措并举招商引
资，力推美丽乡村建设。目前，秀英、龙
华、琼山、美兰四个区和桂林洋经济开发
区已拟定32个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农村
基础设施、生态农业、现代农业观光、家
庭特色庄园、创意农庄、休闲渔业、主题
民宿、火山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等项目。

此外，海口市以全域旅游发展为

目标，以镇墟改造为突破口，采取PPP
模式投入18亿元全面开展18个镇墟
改造项目，全力打造18个主题鲜明的
特色风情小镇，建设内容包括镇墟地
下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市政公用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及街景立面
整治提升工程等，截至目前已投入近
7亿元。

海口今年底将建成71个美丽乡村和18个风情小镇

打造“五纵四横一滨江”美丽乡村旅游带

■ 本报记者 郭萃

在8月 19日举行
的琼州海峡交通港航
旅游一体化推介会上，
湛江市民欧风芳非常
兴奋，她幸运地抽中了
988元三天两晚奢华
体验游海口产品，这个
“意外大奖”圆了她去
海口旅游的愿望。

在许多湛江市民
心目中，海口是个旅游
度假胜地，五星级酒
店、阳光沙滩、美味小
吃、免税购物……这一
切都是休闲娱乐的代
名词，海口也成为不少
湛江市民短期旅游的
目的地。

与此同时，他们也
有一个共同的期待
——如果湛江、海口的
距离能够再近一点，再
方便一点就好了。如
何缩短两地时间和空
间上的距离？粤琼两
省开启了“琼州海峡一
体化”进程。

翼支付优惠详情

⬆以上优惠活动同一用户只能享受一次优惠，同一手机号、同一身份证号、同
一手机终端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均视为同一用户，活动名额有限，用完即止。

市民使用翼支付购买门票可享五折优惠（20元减10元）

使用翼支付1元可购买一瓶价值15元的玻璃水

使用翼支付购买200元加油卡立减30元，或购买400元行车记录仪立减60元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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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财通、港通财通，“琼州海峡
一体化”的建设，交通是基础。

海口、湛江两地均进行了重大投
资，互相对接，建设海口新海港和徐闻
南山港，将大通道的能力提高至年吞吐
量320万辆车次和2160万人次。目前
新海港一期已投产，二期部分竣工，计
划2018年底全部建成投产。南山港计
划同步建成投产。两地枢纽港的建设，
将为港航一体化奠定坚实基础。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裁刘思怀告诉记者，徐闻港区南山
作业码头将努力实现船舶停靠便捷
化、旅客登船人性化、客运转接无缝
化、车辆过检集成化、信息管理智能

化，构筑跨琼州海峡的车、客、货黄金
通道，建设“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水陆
交通运输综合枢纽。

据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毅介绍，为满足过海旅客需求，目前
直升机已经开通，水上飞机也即将开
通，两地已经在着手研究高速客船的
船型、船舶数量、运营模式以及两地港
口生产组织的衔接，加紧推进高速客
船的开通，缩短琼、粤两省的交通时
间，打造琼州海峡水上半小时交通圈。

“如果半小时能到海口，那就和在
家门口一样，我去逛街、找朋友就跟
走亲戚一样方便了。”湛江市民符玉
仪说道。

顶层推动 多方对接

交通带动旅游旺，“琼州海峡一体
化”的建设，让旅游来探路。

湛江地域广阔、岛屿众多，拥有国
际性的旅游资源。海南作为国际旅游
岛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湛江市副市长崔青在推介会上说：
“湛江和海口是镶嵌在琼州海峡的两颗交
相辉映的明珠。两地一衣带水，地缘相
近，习俗相通，自古就是一家亲人，旅游经
贸文化交流密切。海口是国家实施国际旅
游岛政策的先行地，旅游业发展走在全国
前列，在培育国际性旅游产品、打造特色
旅游品牌、加强旅游行业管理、培育旅游
壮大市场、建设特色景点等方面成效显著，
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据了解，为抓住广东、海南两省推
进“琼州海峡一体化”建设的机遇，加快
推进湛江、海口旅游一体化建设，带动
徐闻与雷州、琼北等地县域旅游发展，
把琼州海峡打造成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湛江市旅游局和海口市旅发委加强沟
通协调，形成了良好的协调工作机制，
加快推进两地捆绑旅游宣传、互送客
源、市场监管和无障碍旅游等工作。

湛江市旅游局副局长张红斌告诉
记者，两市共同推出了湛江—琼北“一
程多站”的旅游线路产品，成功举办了

“邀请您到湛江琼北过大年”“一路向
南看海”等主题活动，组织两地旅游企
业到广州、海口等地举办旅游推介会，
策划了系列营销推广活动，对促进琼
州海峡融合发展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在“琼州海峡一体化”发展的背
景下，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廖
小平对双方区域旅游合作发展充满信
心，她向记者介绍道，未来两市将共同
打造“一峡两岸”旅游品牌，积极推动
高尔夫、游艇、自驾车房车营地等旅游
新业态发展，提升旅游品位，共同打造
具有热带滨海休闲特色的“琼州海峡
热带旅游目的地”。同时，以高效运作
的架构，建立旅游联席沟通协商机制，
定期召开由两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旅
游企业、研究机构、行业组织等参加的相
关会议，制定具体的合作策略和措施，促
进旅游资源优化配置，努力实现经济效
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本报海口8月20日讯）

路通财通 港通财通

旅游先行 一程多站

8月19日，琼州海峡交通港航旅游一体化推介会在湛江举行。活动现场人
气爆满，有趣的互动游戏吸引湛江市民踊跃参与。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