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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

广告

征集公告
一、征集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征集内容：网点装修监理单位

三、工程范围：全省营业网点

四、工程概况：营业网点装饰工程项目监理

五、项目时间：2018-2020年
六、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屋建筑工程监理贰级（或装饰协

会颁发的乙级）以上资质或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2、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上。

3、公司成立时间至少3年以上，且近三年内的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4、在海口地区有固定的经营场所且同意向我行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

5、在与工商银行的项目合作过程中，没有重大合同违

约、泄露工商银行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等事件，以及其它符

合我行管理规定要求。

七、报名时请携带介绍信、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含行业相关

及人员的资质证书）、法人授权书、公司近三年主要业绩介绍（需

带合同原件），以上资料需验原件和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八、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4月30日

九、报名地点：海口市和平南路54号省工行4楼406室

联系人：杨经理 0898-65305791

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通告
我局正受理吉福强、吉祥荣持有的《宅基地使用证》[证号：

东建证字13号、东建证字12号]补办宗地档案地籍调查事宜。
吉福强这宗地位于八所镇政法北路，土地面积为90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小
巷，南至刘顶章，西至吉昌，北至吉祥荣。

吉祥荣这宗地位于八所镇政法北路，土地面积为120平方
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经实地调查，该宗地四至为：东至小
巷，南至吉福强，西至吉昌，北至杜成才。

凡对该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及有效证明材料
自通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送至我局地籍岗，逾期未提出
异议，我局将按规定为该宗地补办宗地档案并出具宗地图。

东方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4月16日

关于补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公告
澄国土资告字〔2018〕9号

海南文盛实业开发公司不慎遗失老城国用（1993）字第52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登记座落为老城镇盈滨堵海东北侧，
登记面积22389.353平方米，该土地权利人已于2015年12月
24日在《海南日报》上刊登遗失并声明作废，现向我局申请补
办新的土地证，经初步审核，我局决定公告注销老城国用
（1993）字第52号土地使用证。有异议者请自本公告登报之
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将书面材料送达我局地籍岗（电话：
67629320），逾期我局将依法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使用证，
原证作废。

澄迈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4月16日

打造21世纪海上丝路会客厅

三亚旅游迈入3.0时代 昌江：为子孙留下
会呼吸的海岸带
■《农民日报》记者 操戈 邓卫哲

昌江黎族自治县地处海南西部，沿海地区曾
是海南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每年连续8个
月的旱季里，蒸发量是降水量的两倍多。加之海
风影响，流动的沙地上人都站不住，更不用说种
树。

“平日里沙地糊不了口，烈日下烫得站不住
脚。”为了糊口，村里的男性不得不出海或外出讨
生活。昌江县林业部门曾多次组织专业人员和承
包商尝试造林，但均以失败告终。

“树种不活，老板可以走，可世代住在这里的
我们却逃不过风沙之苦。”1992年，原先在此帮承
包商种树谋生的陶凤交，便联合村里80多名姐妹
承包下了这一造林任务。

狂沙漫天，骄阳似火。多风、流沙、高温、缺水，
是造成树苗屡种不活的原因。陶凤交说：“缺水还
好，只要不怕辛苦，多挑几次水就行，就怕大风。”

成活一亩60块钱的补贴，只够维持生活。没
钱买种苗，她们就上树摘木麻黄树籽自己育苗，3
层楼高的树，这些女人爬起来比男的还“溜”。由
于海边没淡水，育苗场只能建在几公里外的村边，
每次种树只能一人一根扁担挑着100多斤重的树
苗，踩着烫脚的沙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海边。

种了死，死了再种，3年多没种活一棵树。按
照协议种不活便没有补助，一次次的失败，让40
多人无奈离开。回想起当年种树的辛酸，陶凤交
说：“最苦的不是苦和累，也不是挣不到钱，而是忙
活了很久，台风一过，第二天看到树苗被埋得找不
到影儿时的绝望，自己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海南省林科所专家的帮
助下，经过反复试验，陶凤交她们摸索出先种野菠
萝固定流沙再种木麻黄的办法，让原本极低的成活
率一下子提高到90%以上。同时配合改良育苗营
养袋，通过浸泡幼苗、增加挖坑深度、使用保水剂等
办法，原本白茫茫的沙地上开始有了点点翠绿。

“每个树坑都要挖60厘米，我们就在铁铲把
上用红线做个标记。”虽然成本和劳动强度都加大
了，但陶凤交和姐妹们觉得，只要效果好，付出多
少都值得。

看着海边的木麻黄一天天成长起来，陶凤交
和姐妹们的干劲都越来越足。“有人笑我们傻，没
钱挣还天天干得这么起劲，也有人说一定是拿了
政府很多钱。”冷嘲热讽也无法阻挡她们每天清晨
5点出门、太阳落山才回家的步伐。

直到2010年，昌江县全长63.7公里的海防
林全部建成合拢，陶凤交她们的造林任务才告一
段落，也结束了19年每天喝凉水，中午吃冷饭、睡
工棚的生活。陶凤交姐妹们亲手种下的1.88万
亩木麻黄，占全县海防林面积的36%。

如今的陶凤交已由造林转向补种维护。初春
的海南阳光明媚，走在昌江棋子湾的海边栈道上，
陶凤交指着天际尽头的海防林自豪地对记者说：

“沿着海边，只要你能看到的树林都是我们种的！”
（原载《农民日报》2018年4月19日2版，有

删节）

■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 任明超

2月15日，农历新年，三亚·亚特
兰蒂斯旅游度假综合体上空绽放璀璨
烟花，拥有8.6万尾海洋生物、梦幻唯
美的水族馆和有趣刺激的水世界开始
对外营业。

4月28日，这个耗资110亿元的
旅游度假综合体将正式营业。“这将是
三亚旅游进入3.0时代的标志之一。”
三亚市旅游委调研员唐嗣铣表示，海
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30年是三亚旅

游从 1.0 到 3.0 不断发展进阶的 30
年。“在此期间，三亚从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滨海小渔村发展成国内外著名的
旅游度假目的地。”

唐嗣铣说，回顾历史，三亚旅游可
分为3个阶段。

1.0 时代指的是 1987 年～2003
年。三亚1987年设立为地级城市，此
后，有了第一个收费的景点，“最初的
门票只有5分钱，后来涨到1角”。

1992年，国务院批准建立了12
个国家旅游度假区，开始启动我国的
大众化度假旅游产品。三亚的亚龙湾
名列其中。1996年，“度假旅游主题
年”极大刺激了休闲度假旅游的概
念。“这让三亚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

在此前后，三亚有了第一批酒店，
并持续建设亚龙湾。最终，亚龙湾成

为五星级酒店林立的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天下第一湾”。2000年以后，大
东海风景区内的11层“万国旅游城管
理楼”等烂尾楼被拆除，三亚进入一个
蓬勃建设的时期。

“这就是三亚旅游的1.0时代，开
始大发展，更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
取得极大进步。”唐嗣铣说。

2003年以后，三亚旅游迈入2.0
时代，此刻，旅游收入已经占到该市
GDP约 3/4，旅游业开始加速前进。

“进入2.0时代有几个重要标志，喜来
登酒店的进驻是其中之一。”唐嗣铣
说，此前，三亚的酒店一直打价格战，
喜来登并不参加其中。“喜来登靠品
牌、营销、服务赢得了市场，而打价格
战的酒店却看似一时得利，最终伤了
自己。”于是，整个业界开始重视品牌

营销，价值观念有了飞跃。
2.0时代的三亚旅游另一个标志

是众多影响巨大的大型节庆活动登
场。沃尔沃环球帆船赛、世界小姐大
赛等活动，进一步让三亚受到国内外
瞩目。三亚逐渐成为“向世界出口阳
光和空气的城市”，国际化热带滨海旅
游精品城市轮廓初现。

“2018 年，海南特区成立 30 周
年，三亚旅游也将进入3.0时代。”唐
嗣铣表示，其重要表征是出现了很多
高端旅游综合体。

具有巨大品牌号召力和影响力的
亚特兰蒂斯酒店是全球第三家，耗资
高达110亿元，在全球关注中闪耀登
场。全球最大的单体免税店让3.0时
代的三亚旅游更好地适应了现代人对
休闲度假旅游的需求，给了人们更多

的期待。
唐嗣铣介绍，全域旅游、文化旅游

等概念将在三亚得到落实，在业态上，
邮轮等产品也将为游客带来新的选
择。三亚凤凰岛国际邮轮港2007年
通航，这是中国第一个国际邮轮专用
港口，二期建设完成后，将可以停靠世
界上最大的邮轮。

3.0 时代还表现在国际化程度
上。2017 年，三亚接待过夜游客
1830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69万余
人次，同比增长54%，旅游外汇收入
5.3亿多美元，同比增长108%。唐嗣
铣说：“3.0时代，这个比例会进一步提
升，让三亚真正成为‘21世纪海上丝
路会客厅’。”

（原载《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
19日3版）

中国青年报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金波 本报记者 郭萃

“奔跑海南”海南建省办经济特
区30周年环岛健跑活动海口站即将
于4月22日早上在海口世纪公园音
乐广场鸣枪开跑。目前赛事进入倒
计时阶段，各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
有条不紊地进行最后的准备。一场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民健身的健
跑活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参与和支持。

“长跑活动在海南开展得很好，
尤其是近年来一些国际马拉松赛事
在海南市县落地发展，在增加体育人
口、增强国民素质方面起到了很重要

的作用。”海南省田径协会副会长、秘
书长林书燊如是说。

据了解，2010年开始，海南省田
径协会便为海南每一场的马拉松赛事
提供竞赛组织工作，在裁判、志愿者培
训、场地器材设备提供以及场地丈量
等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形势越来越
好，跑步人数越来越多。”林书燊认为，
开展长跑活动是一个大趋势，尤其像
海口、儋州、三亚等地的马拉松赛事已

经发展成两万人以上的规模。
据林书燊介绍，海南目前至少有

12个市县有自己的长跑协会、俱乐
部、马拉松协会等社会组织机构，同
时有夜跑团、跑吧等，每天都有组织
或自发的跑步。

“一定要跑，不跑不舒服。”林书燊
认为，跑步可以有效增强幸福感，是一
项快乐愉悦的活动。在海口万绿园附
近，每天都有跑步的人；在各个健跑圈

里，跑步的激情和热度不断提升。
“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

年之际，如何做一个够大的活动，把
全省人民都凝聚起来，我认为健跑
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林书燊
对此次“奔跑海南”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环岛健跑活动充满期
待，跑步是一项大众性、参与人数较
多的活动，海南环岛都有沙滩可以
跑，每年有国际马拉松赛事举办的经

验，同时又有大量的跑步人群基础，
活动一定会组织得很好！

林书燊介绍，目前省田径协会同
社会的跑步团体如跑吧、俱乐部一直
都有密切关系，下一步将尽量多发展
这部分机构。同时，组织裁判参加全
国的比赛和培训，积极培养国家级裁
判，壮大本省的竞赛裁判队伍，力争
做大做好海南本地的路跑赛事品
牌。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

海南省田径协会副会长林书燊：

跑步可以增强幸福感

关注 环岛全民健跑

本报海口4月19日讯（记者郭
萃）记者从“奔跑海南”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30周年环岛健跑活动主办方
获悉，海口站准备工作已就绪，志愿
者正在进行参赛物资分拣工作，明天
起将进行发放。此外，琼海站线路图
已确定，沿途可欣赏万泉河美丽风
光。海口站、琼海站健跑均设以下
比赛组别：个人组10公里、个人组5
公里、情侣组5公里、亲子组3公里、
方阵组3公里。

据了解，今天海口站选手的参赛
物资已到位，志愿者已在物资发放点将
其分拣完毕，明天起进行发放。健跑活
动参赛者可于4月20日—21日10时

至18时在海口市金盘路22号（一汽海
马海南直销中心）领取参赛装备。

此次活动志愿者都是来自海南

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纷纷表
示，希望能通过此次志愿服务让更多
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享受奔跑

的乐趣。
此外，记者获悉，琼海站线路已

经确定，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比赛从

万泉河广场出发，全程线路沿万泉河
展开，参赛者可在奔跑中欣赏琼海城
市变化，感受万泉河的美丽风光。

3公里：万泉河广场（起点）—万泉河路（向南行进至万泉河路与爱华西路交叉位置）—爱华西路（1.5公里折返）—折返—万泉河路（向北）—万泉河广场（终点）

5公里：万泉河广场（起点）—万泉河路（向南行进至万泉河路与豪华路交叉位置）—豪华路（2.5公里折返）—折返—万泉河路（向北）—万泉河广场（终点）

10公里：万泉河广场（起点）—万泉河路（向南直行一段距离后向东直行至万泉河路与人民路交叉位置）—人民路（5公里折返）—折返—万泉河路
（向西行进一段距离后向南直行）—万泉河广场（终点）

海口站比赛准备工作就绪

琼海站比赛沿着万泉河奔跑
琼
海
站
比
赛
路
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