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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项目土地合作
我公司在定安县城有130亩商住用地，现寻

求合作。

联系电话：66810879小刘 13907570866罗生

招聘启事
因我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面向社会

招聘房地产项目销售经理1名、销售主管1

名，待遇面议，有意者请与我司联系。

联系人：刘小姐

联系电话：66810879

解除《商铺铺面租赁合同》通知书
致揭伟传先生：

我公司与您于2017年6月30日签订《商铺铺面租赁合同》，根
据合同约定，我公司将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秀英大道逸秀雅苑的第一
层电梯口及第二层，面积约2928平方米的铺面租赁给您，根据合同
约定，您应当于2017年12月1日交纳下一季度的租金共计人民币
289872元，因您未及时地交纳租金，我公司于2017年12月5日向
您发出《租金催收通知书》，要求您尽快地缴纳，但是至今为止，您并
未交纳。根据我们双方签订的协议约定，您经我公司书面催收租金
之后，超过20日还未交纳的，我公司有权解除我们双方共同于2017
年6月30日签订的《商铺铺面租赁合同》，因此，我公司现正式通知
您，我公司现解除与您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商铺铺面租赁合
同》，并且您在收到此通知书之后的2日之内将这段时间的租金及房
屋包括房屋钥匙交付给予我公司，否则，我公司将依法行使权利，追
究您的违法责任及法律责任。特通知书发出后立即生效！

海南美崧实业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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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杨
艺华）作为第二届“海购节”的活动之
一，格力“海南沸腾”第二届家电年货
节及新婚新居“嗨购”日前完美收
官。据统计，23日、24日两天时间
里，格力“海南沸腾”第二届家电年货
节海口、三亚两大会场销售额达

8000 万元，参与人数突破 2.8 万人
次，销售额和参与人数较首届实现大
幅增长。

记者了解到，格力“海南沸腾”家
电年货节今年已是第二届，今年参与
活动的家电品牌有大松生活电器、创
维电视、松下洗衣机、万家乐热水器
等13个国内外一线家电品牌。

“格力联合众多优质商家营造了
齐全的一站式供应链，现场推出的快

速收费、市县免费交通、现场餐饮供
应等都是消费端上的创新。”格力电
器海南公司总经理李诗源介绍，本届
活动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次进行消
费模式创新，通过主打工厂直销，省
掉了全部中间环节，以最大限度让利
给消费者。

以3300元购买了原价4100元
格力空调的海口市民李先生说，实惠
的价格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剁手”：

“真是很划算！”
“以真正大力度的折扣和不打折

扣的服务给消费者带来福利，有模式
创新，又有完善的服务，消费者和商
家的参与度都很高，这样的促销活动
非常有意义。”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和
消费促进处处长符俊认为，格力第二
季“海南沸腾”是今年“海购节”的一
大亮点，为海南的新消费增长做了良
好的示范。

工厂直销 一站购齐 服务不打折

“海购节”让消费者“沸腾”
关注“海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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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磊

冬至后的保亭，清晨多了些许
微凉。12月27日，保亭黎族苗族自
治县响水镇毛岸村村民张晓冬做好
了家里人的早饭，就出门了。“我准
备去茶溪谷景区打工，每天能赚
110元。马上到年底了，距离脱贫
线还差一点，我还得加把劲。”张晓

冬告诉记者。
在这家景区里，张晓冬每天的工

作主要是给行道树浇水、修剪等，来
到这里工作已经5个多月了，她每天
起早贪黑，动力都源自她在这里看到
了脱贫的希望。

“前几年家里老人生病，欠下了1
万多元的外债，今年我家成为建档立
卡户，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们盖起了新
房，如今我在茶溪谷打工，希望年底
能摘掉穷帽子，来年争取在景区有个
铺位，我们也能吃上旅游饭了。”张晓

冬说。
在景区里，除了有张晓冬这样的

贫困户就业，还有部分村民与景区合
作，陡水河村的村民陈明忠就是其中
一位。

“2014年，我们和景区签了合作
协议，他们租用我家的果园，我们夫
妻俩就在景区务工，我当瓦工，她做
绿化，两人每月共计能拿到3000元
左右。”陈明忠说。

虽然茶溪谷景区目前尚未营业，
在里面工作的员工已经有近300名，

其中半数的员工是周边的村民。“我
们员工里有贫困户、五保户、巩固提
升户等，我认为，景区发展离不开他
们，更不能没有他们，我们之间是相
互依存的关系。”景区负责人杜国艳
如是说。

杜国艳还表示，在景区开业后，
景区将专门划出一部分区域提供给
村民售卖水果、特产等，带动村民就
业发展，共同促进保亭全域旅游建设
与发展。

（本报保城12月27日电）

保亭茶溪谷景区扶持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助力脱贫致富

搭企业发展顺风车 走脱贫致富幸福路

■ 本报记者 孙婧 袁宇

尽管距离《阿凡达前传之魅影骑
士》三亚首秀仍有两个多月，但此消息
一出，已引发了海内外媒体和网友的
高度关注。想想看，演艺秀背后的两
大核心：加拿大“国宝”太阳马戏，詹姆
斯·卡梅隆导演奇幻电影《阿凡达》，光
是听名字就令人竖起了耳朵。作为其
驻演三亚的幕后推手，上海复星集团
是否还酝酿后招，来开拓三亚文旅产
业蓝海，推动当地旅游大步迈向国际

化？记者为此专访复星旅游文化集团
董事长兼总裁钱建农，揭开一个庞大
的文旅发展计划。

“我们从太阳马戏旗下的所有在
演剧目中选出《阿凡达前传》引进三
亚，并且相信，这场演出一定会受到市
民和游客的欢迎。”谈到对三亚演出的
预期，钱建农信心满满，因为其拥有栩
栩如生的视觉效果、丰满的故事情节
和精彩的杂技表演，与三亚旅游市场
家庭游、亲子游为主的定位相匹配。

钱建农的这份信心，还源自于我
国文旅产业拥有的10万亿级市场前
景，源自于三亚作为我国重要热带滨
海旅游目的地的发展优势。作为一个

有着全球视野的文旅行业资深人士，
钱建农对三亚旅游的评价是赞赏中带
着惋惜的：“三亚的自然资源天赋异
禀，已有的酒店等基础设施水准，放眼
全球都属非常超前，但在文化产业方
面仍有缺失。要打造国际级旅游城
市，三亚旅游产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势在必行。”

如何弥补文旅产业的短板，让产品
与服务向更高水准迭代？钱建农以上
海复星集团瞄准三亚文旅市场的战略
布局为例，提供了从点到面的发展路
径：引进地中海俱乐部，弥补三亚休闲
度假酒店产品的缺失；将太阳马戏《阿
凡达前传》在中国大陆的首演放在三

亚，为当地文化演艺市场的发展提供新
方向；斥资110亿元在海棠湾打造亚特
兰蒂斯旅游综合目的地，推动三亚旅游产
业向3.0版升级，吸引世界目光不断聚焦
三亚。“我遇到一名希腊客人，他在听说
《阿凡达前传》要在三亚演出后，就激动
地说要专程飞来三亚看秀。”钱建农说。

有了国际品牌的引领示范在先，
三亚文旅产业要持续吸引国际游客，
获得可持续发展，还得向内挖掘，不断
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原创产品。当
前，海南已酝酿2018年实施旅游演艺
发展计划，支持海口、三亚、儋州等市
县打造旅游演艺产业聚集区，丰富海
南旅游演艺内容。

有了政府与政策支持的东风，钱
建农进一步透露，2018年上海复星集
团将为海南引入更多国际文旅品牌，
如 英 国 最 大 的 旅 行 社 Thomas
Cook、亲子玩学俱乐部Miniversi-
ty，以及原创演艺复星泛秀等，提升对
国际游客的吸引力和黏合度。

如其中Thomas Cook旅行社进
入三亚后，将针对欧洲市场推广三亚
旅游产品，“欧洲游客常去东南亚、中
东和北非的滨海城市旅游，其实这些地
方的风光与三亚类似，相信三亚在不断
丰富旅游体验后，会成为更多欧洲游客
休闲度假的目的地。”钱建农表示。

（本报三亚12月27日电）

复星旅游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钱建农：

引世界级IP入驻 深耕三亚文旅市场

海口“椰城市民云”
1.1版发布
上线单位增至34家
服务达105项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记者计
思佳）今天，记者从海口市科学技术工
业信息化局了解到，“椰城市民云”
APP1.1版于今天22时正式发布，新
版本对原有功能进行了完善和加强，
对接了34家单位，涵盖了105项服
务。新增服务包含违章查询功能、水
费微信支付、燃气银联缴费、有线电视
宽带用户信号停复通功能、农残检测
信息等，全方位覆盖海口市民的生活
需求。

根据市民反馈，“椰城市民云”新
增了违章查询功能。现在市民通过该
功能就可以一键查询违章记录，下一
步APP还会推出违章缴费服务。同
时，APP的生活缴费功能升级，水费
微信支付正式上线，民生燃气新增银
联缴费，省去了市民出门的麻烦，还省
去了排队缴费的时间。

同时，“椰城市民云”新增农残检
测信息、每日菜价信息和（省内各市
县）菜价排名等功能。市民们可在
APP上查询附近的“菜篮子”平价超
市、社区菜店、平价摊位、与合作网点，
每家门店的营业时间和交通路线也有
详实的信息，供市民们参考。

在“椰城市民云”APP上，市民只
要通过发布诉求，填写诉求内容、定位
事发地点、并上传图片，便可提交诉求
进行投诉。

琼中举办盛大活动欢庆
自治县30周岁“生日”

本报营根12月27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
毛景慧 李至钰）今天，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正式
进入“而立之年”，迎来了30周岁“生日”。

上午9时，中央民族歌舞团与琼中本土文艺
团体在琼中县城“三月三”文化广场进行演出，为
琼中黎族苗族同胞献上一场绚丽灿烂的文艺盛
宴。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祝贺团团长、国家民
委办公厅副主任、巡视员普永生，省祝贺团团长、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出席活动。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以及海南省委、省政府分别给琼中发来贺电，
并派祝贺团前往祝贺。

琼中县委书记孙喆表示，琼中历经30年的艰
苦奋斗，经济建设加快发展，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特别是最近几年，琼中主动适应新常态，提出“打
绿色牌、走特色路”的全县总体发展思路和“一心
一园一带八区”总体发展布局，全力以赴调结构稳
增长，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发展质量效益稳步
提升，生态优势日益彰显，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城
乡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

今后，琼中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力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打好脱贫攻坚仗，保护好生态环
境，从严管党治党，确保建成“一地两县三区”和全
县各族人民的美丽幸福家园，努力争创新时代美
好新海南的琼中范例。

脱贫攻坚进行时

◀上接A01版
丰富三亚旅游市场的供给，而海南也将为高端旅
游企业的进驻提供优质服务。

复星旅游文化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钱建农透
露，除太阳马戏外，复星集团将携旗下多个国际品
牌进驻三亚，从丰富旅游产品供给、丰富休闲度假
旅游体验方面，助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海南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旅游演艺事业的
发展。省文体厅厅长丁晖介绍，2018年海南将实
行旅游演艺发展计划，按照“盘活存量、拓展增量、
全面覆盖、重点突破”的原则，推进海南旅游演艺
产业的发展。要让每个市县都有常态化旅游演艺
驻场秀，并支持海口、三亚、儋州等市县打造旅游
演艺产业聚集区。计划还要改装升级和规划建设
一批达到演出标准的旅游演艺场馆，挖掘海南现
有的历史文化积累，丰富海南旅游演艺内容。

太阳马戏《阿凡达前传》
明年2月1日三亚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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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水务厅在三亚开展2017年节水公益宣传进校园活动12月26日下午，走进三亚市第十小
学，在校园中随处可见关于节水的宣传
语、标语和用于节水的管道设备。小学
生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认真学习节水
的重要性和节水设备的使用方法。

这是由省水务厅主办、三亚市水务
局承办的2017年节水公益宣传进校园
的活动现场，同时在该校揭牌设立了三
亚市首个校园节水教育基地。

自2015年 8月启动生态校园改造
工程以来，该校不断落实节水措施，生态

校园节水改造项目工程也于日前通过验
收。作为三亚市首个“海绵城市”建设示
范项目，整个校园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海
绵系统，为三亚推动“海绵城市”建设提
供了有力支撑。

“‘海绵校园’是三亚建设“海绵城
市”的重要举措之一。”三亚市水务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开展三亚市第十小学节

水教育基地建设，旨在进一步强化校园
水资源管理与有效利用，通过培养学生
节水意识、生态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
意识，带动全社会节水。

2015年6月，三亚市被住建部列为
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全面
创建节水型社会，除了建“海绵城市”促生
态节水，还需要严格落实水资源的管理

和利用。2006年，三亚被水利部确定为
全国第二批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城市。

“10余年来，三亚积极开展节水型
社会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明显的成效。”
三亚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4年
三亚市获得“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
区”称号；2014年到2016年，又连续3年
被海南省评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优秀市县。
“生态文明建设与三亚打造国际热

带滨海旅游城市密切相关，三亚将进一
步巩固提升‘国家节水型城市’、‘全国节
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区’建设。”海南省水
务厅水资源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市
要发挥“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区”示范带
动作用，加强节水宣传教育。同时，我省

其他市县将积极借鉴海口市、三亚市建
立校园节水教育基地的做法，进一步增
强全民节水意识，树立节约用水的道德
风范，为建设生态家园，建设节水型社会
贡献力量。

据悉，三亚下一步将加大城市节水
宣传力度，充分发挥科技节水的先导作
用，积极推进“节水型单位”的创建工作，
提高节水器具普及率，使节水成为一种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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