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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原海南省国营东和农场、原海南省国营新

中农场于2017年重组为海南农垦东新农场有

限公司，为了保障员工与公司双方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关规

定，我司决定从2018年5月20日至2018年6

月20日期间换签劳动合同书，请与原农场存

在劳动关系的员工在规定期内，携本人身份证

回公司办理劳动合同的签订，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海南农垦东新农场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0日

公 告商铺招租公告
商铺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大道11号（东门坎头坡）琼烟楼第

一层，共5间商铺，西起第一间面积为67.81m2、第二间面积为
64.81m2、第三间面积为60.49m2、第四间面积为135.88m2、第五间
面积为137.47m2。一、经营范围：承租人不得经营易燃、易爆、有
毒、有害及易产生噪音、污染环境的产品、餐饮业及国家明令禁止经
营范围的项目。二、租赁期限：租赁期限为3年（具体起止日期在租
赁合同中约定）。三、招租方式：商铺租金按每月85.00元／m2为
起步价，竞标价需等于或高于起步价，否则报价无效。由竞租人

自行报价，按价高者得的规则确定承租方，并以第一年的月租金
作为基准价，月租金逐年递增3%。四、公告期限：本公告有效期
限为2018年5月14日至5月24日止。五、报名办法：请有承租意
向的单位或个人携带身份证、营业执照等有效证件前往我公司报
名，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5月24日止，并领取租金报价表，填
写报价表密封后于报名的截止日前交报名处。报名地点：海南省烟
草公司海口公司办公楼628室（海口市南海大道174号）。联系人：
郑先生 联系人电话：68607531。六、本招租公告最终解释权归海
南省烟草公司海口公司。

海南省烟草公司海口公司
2018年5月14日

供 求

拍 卖

寻找合作伙伴公告
海南省工人疗养院建设的疗养康

复综合大楼已顺利封顶。大楼位

于海口市滨江路，地上14层，地下

1层，建筑面积约22000m2。现向

社会寻找有品牌、有实力、有诚信

的合作伙伴，共同发展医疗休养事

业。欢迎有意合作者前来洽谈，请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公告
我局拟印刷一批禁毒宣传资料，总
价：205600元，现向社会招商。请
有意向单位于2018年5月14日携
带营业执照等具有印刷资质的证
件到我局报名。报名时间：2018
年5月14日至2018年5月16日，
逾期将不再受理。开标时间为
2018年5月21日。联系人:符警
官0898-27728358。

白沙黎族自治县公安局
2018年5月14日

▲吴冠永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07198812255815，特此
声明。
▲马洋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220204198809283054，特此
声明。
▲海南轩合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410017585602，声明作废。
▲文昌东路约亭大龙制冰厂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69005600032811，声明作废。

于2018年5月29日前联系:吕院

长 ，电 话 （0898） 65368979、

13368996116；王 主 任 ，电 话 ：

（0898）65320965、13379866886。

海南省工人疗养院

二O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注销公告
海南金永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注

册号：460100000579782）拟向海

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南翰洋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海口欣闽航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1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60100069671849T，声
明作废。
▲胡平、倪学红遗失儋州恒大滨海
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全国联
销项目收款专用收据》壹份，编号
为：0021805，金额人民币壹拾陆
万肆仟肆佰零肆元整，声明作废。
▲胡平、倪学红遗失儋州恒大滨海
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全国联
销项目收款专用收据》壹份，编号
为：0021806，金额人民币壹万陆
仟捌佰柒拾肆元整，声明作废。

▲澄迈金江玉颜美容养生会馆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注册号：
469027600137950，声明作废。
▲琼海市人民检察院不慎遗失海
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一张，编
号:0498776359,特此声明作废。
▲符克天遗失汽车维修高级证书，
证 号:1221001053300369，特 此
声明。
▲王惠民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
310110197506155476，特 此 声
明。
▲海南金第们爱心助学中心遗失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4600003480844446，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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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 13907518031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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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白沙城区已动工土地转让
手续齐备，另有酒店（39间）转让
联系：13337626381李

海南融和拍卖有限公司
承接资产委托拍卖13976113935

火山荔枝 绽放芳华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近来，海口以荔枝产业为示范，
多措并举，通过一系列活动打响海口
火山荔枝品牌，走出特色产业发展路
线，让火山荔枝真正地“火”了起来。

四个统一：
抱团发展打响荔枝品牌

海口荔枝自然优势明显，可产业
如何做强做大？这是不少“荔枝人”
一直探讨的问题。

“产业振兴关键在于找到特色。”
海口市农业局局长李世高说，琼北火
山数百万年前至1万年前的多次喷
发，形成了广泛的玄武岩地质遗迹，
其岩石风化的红土、充满气孔和裂隙
的块状熔岩，馈赠了海口特殊的富
硒、富锗地理优势。“‘火山’就是我们
的特色！”经过多次调研，海口农业部
门决心将“火山”作为海口发展热带
高效农产品的特色和亮点，通过“火

山”品牌打造海口荔枝品牌。
海口荔枝主要的种植地位于秀

英区的永兴地区和琼山区的三门坡
地区，过去农户和合作社“单打独
斗”，品牌小且难以做强做大。“今年，
我们整合辖区内的荔枝产品，全部换
上新包装，通过质量统一、物流统一、
价格统一、包装统一‘四个统一’，着
力打响‘海口火山荔枝’品牌。”

创新手段：
多个电商平台陆续上线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是当下
不少农产品打开市场、打破销售瓶颈
的重要方式。今年，海口市政府与阿
里巴巴集团牵手，借助阿里巴巴的平

台优势，为海口火山荔枝打开销路。
阿里巴巴集团盒马鲜生荔枝采购

负责人符仁东告诉记者，除了在天猫、
淘宝平台开展一系列营销活动外，5月
20日起，盒马鲜生的上海、北京、成都、
深圳门店以及大润发的华东、华南、华
北门店都将销售海口火山荔枝。“我们
还将组织多名北京、上海的消费者来
到海口火山荔枝园，亲身体验荔枝从
种植、采摘到上线的全过程。”

巨大的品牌优势也吸引了不少
传统商超平台，仅大润发超市的收购
量就达到1000万斤，较去年翻了一
番。大润发上海总部采购经理齐明
表示：“我们十分看好海口火山荔枝
这个品牌，从5月14日起，海口火山
荔枝将正式进驻大润发，覆盖我们全

国超过300家门店。”
通过“线上+线下”的营销模式，

截至5月13日，今年琼山区签约荔
枝订单已达3600万斤，总金额3.8亿
元。秀英区签约订单达700万斤，总
金额9800万元。

产业融合：
“荔枝+”富足果农腰包

近两个周末，海口三门坡镇各个
荔枝园的人气旺了起来。越来越多
海口市民或游客带着家人来果园采
荔枝、品荔枝。

荔枝采摘、“我在琼山有棵荔枝
树”“我和荔枝有个约会”“绽放芳
华·美‘荔’之行”系列活动也随荔枝

收获季的到来，海口趁势推出一系
列荔枝主题活动。兰花谷、世外桃
源、红旗泮边村休闲农庄等共享农
庄、特色民宿也纷纷推出优惠活动。

“荔枝+旅游”发展，让越来越多果农
住上了“荔枝楼”，开起了“荔枝车”。

此外，不少合作社还在积极开发
荔枝深加工产品。目前，海口金绿果
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就研制了荔枝
酒、荔枝饼干、荔枝果冻、荔枝糖、荔
枝干等产品，受到市场好评。

李世高说：“海口还将继续打造
火山系列品牌，推出火山黄皮、火山
龙眼等火山系列产品，通过品牌引
领，带动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
展，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叶
媛媛）火山荔枝，绽放芳华。今天上
午，2018年海口火山荔枝月活动在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正式启动，这
也标志着海口和阿里巴巴集团的营
销合作全面开启。

据悉，今年琼山片区种植海口火
山荔枝约8.2万亩，较去年增加约1
万亩；挂果面积近7万亩，较去年增
加约5000亩，预计总产量1.26亿斤，
较去年增产2600万斤。因比去年增
产约30%，预计农民收入较去年会有
较大幅度增加。

今年，海口市与阿里巴巴旗下农
村淘宝合作，打造海口火山荔枝品
牌，精选的海口火山荔枝将在5月18
日至19日在“寻味海口·舌尖上的海
南”新农扶贫活动中正式上线销售。
5月20日起，阿里巴巴旗下盒马鲜生
的上海、北京、成都、深圳等门店以及
大润发的华东、华南、华北等门店都
将销售海口火山荔枝。

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家
农产品天猫旗舰店采购商亮相，预示
着“天猫——海口全球收获季海口火
山荔枝开园招商”正式启动。组委会

为这些天猫旗舰店采购商设置了洽
谈订购展位，吸引了不少海口供货商
前往咨询。

此外，活动还邀请了海口市荔枝
生产企业、单位和种植大户，组织优
质荔枝品种进行现场展示比拼，由专
家与农民互动，评出了2018“海口火
山荔枝王”。

最终，来自琼山区旧州镇美顶村
的农户王昌发种植的荔枝摘得2018

“海口火山荔枝王”称号，并被游客以
99000元的价格成功竞拍，这笔拍卖
款将被用于扶贫。

打响火山荔枝品牌

海口以特色产业引领乡村振兴

海口火山荔枝月活动启动
与阿里巴巴营销合作全面开启

海口火山荔枝月活动在三门坡镇启动。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龙泉 摄

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海口举办
“唱响新时代”文艺晚会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卫小林）“唱响
新时代——魅力海南，律动海口”海口市庆祝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文艺晚会，今晚在该市秀
英区海口万达广场举行，多姿多彩的文艺表演，吸
引了2000多名观众驻足欣赏。

文艺表演开始前，活动主办方进行了半小时
的热场宣讲，对海口市在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进行了充分宣传。

文艺晚会在30人参演的大型歌伴舞《我们的
新时代》表演中拉开帷幕。其后，少儿歌舞《巴朗
仔》、说唱歌曲《七仙都夸海南美》、黎族音乐小组
唱《放牛山歌》等海南特色歌舞节目相继上演。此
外，川剧绝活表演《变脸》、口技、魔术《瞬间转移》
等更多精彩文艺节目登场，把晚会气氛一步步推
向高潮。最后，整场文艺晚会在全体演员共同参
演的大合唱《歌唱祖国》的歌声中落幕。

文艺晚会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河南田野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承办，海口山兰放歌
艺术团协办。

开心麻花团队再来海南

《二维码杀手》椰城上演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记者卫小林）由著名

喜剧表演团队开心麻花创作演出的舞台喜剧《二
维码杀手》，于昨晚和今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演出
两场，风趣幽默的表演，征服了省内不少戏迷。

《二维码杀手》讲述某市一起三年连续杀人案
无人能破，现场除了一个二维码外没留任何蛛丝
马迹。后来这个热点案件被改编成电影，主演维
克多凭该片成了影帝，但他无意中陷入一桩“杀
人”案，于是他模仿昔日的二维码杀手仿造了一起
案件欲借此洗脱罪名，结果被机智的女警察丽萨
揭穿，男女主人公在此种情景下相遇，结果却是他
们联手和这座城市里的灰色势力抗争。于是，刺
杀、追捕、围剿等一系列惊险剧情不断上演，观众
一边大笑，一边猜想谁是真正的“二维码杀手”，体
味到了以往观看舞台剧时少有的悬疑乐趣。

演出承办方海南圣诺田园文化传播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开心麻花团队2016年7月底来海口
演出过爆笑喜剧《李茶的姑妈》，2017年10月又
来海口演出了《莎士比亚别生气》，包括这次演出
的《二维码杀手》等舞台剧，都在我省戏迷中赢得
广泛好评。

■ 本报记者 杨艺华 王培琳

5月12日，2018年首届中国自主
品牌博览会在上海展览中心闭幕。三
天时间，50多个参展代表团、600多
家国内知名自主品牌企业、100多家
创新型中小企业云集，堪称中国自主
品牌的一次“大阅兵”。看全国，思海
南，海南品牌如何释放自己的能量？

以地域特色打造海南品牌

“海南目前商标数量少，企业对商
标意识较为淡薄，许多商标还出现被
外省企业或个人抢注的情况。”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商标局局长谢廷光说，我
省现有各类商标6.3万余个，其中中
国驰名商标24个、地理标志商标41
个，然而许多商标“同质化”现象比较
严重，致使商标或品牌未能在市场上
形成较强的竞争力。

谢廷光认为，海南应继续深挖现
有资源，尤其是通过注册地理标志商
标，培育地方特色优势农产品品牌，这
样既可促进农民增产增收、脱贫致富，
又可进一步提升商标品牌意识，提高
商标申请注册数量。同质化商标企业
应在政府推动、龙头企业带动下形成
合力，统一品种、标准、销售等，集中力
量打造品牌，提高产品整体竞争力。

以自主品牌支撑产业发展

品牌是一个企业、一个省份乃至
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集中体现，代表着
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升级方向。

省发改委主任符宣朝认为，发挥
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给结构和需求
结构升级，是深入贯彻落实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必然
要求，是今后一段时期加快经济发展
方式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集约型转
变、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
的重要举措。

“在建设自贸区（港）的时代背景

下，海南应以旅游业、服务业、高新技
术等产业作为未来发展的产业支撑，
要支撑就要靠海南自主品牌才能支
撑。”符宣朝说，自主品牌的知名度、美
誉度关系到各企业乃至产业的发展，
希望通过此次向兄弟省市学习借鉴，
促使海南自主品牌建设打开新局面。

借品博舞台提升海南品牌

本届“品博会”上，呀诺达景区展
台前挤满了前来问询的上海市民。面
对火爆的旅游消费市场，海南如何让
旅游这张本土服务品牌升级？

海南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王厚林坦言，目前我省旅
游服务业的品牌较弱，企业品牌意识
不强，需要通过品博会这样的平台，加
强与外省市大型旅游企业合作，借资
本市场力量提升本土服务品牌。

“在省发改委带领下，我省企业积
极参与本届品博会，对推广我省品牌
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会展、博览会
的形式让海南产品走向全国，让更多
消费者通过参观品博会更加了解海南
品牌。”省商务厅厅长吕勇表示，利用
品博会平台，我省还开展了与重点企
业洽谈招商、上门招商，这也为百日大
招商（项目）活动打下了一定基础。

（本报上海5月13日电）

聚焦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

依托自贸区（港）金字招牌擦亮海南品牌
2018中国品牌价值出炉

“三亚芒果”荣登
区域品牌百强榜

本报三亚5月13日电（记者袁宇）由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指导，经济日报社、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共同主办的

“2018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暨第二届中国
品牌发展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会上发布了
2018中国品牌价值榜单，“三亚芒果”荣登区域品
牌（地理标志产品）排行榜前100。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发布已连续举办6年，今
年参评企业达1346家。在今年的区域品牌（地理
标志产品）100强榜单上，“三亚芒果”位列第43
名，与贵州茅台酒、安溪铁观音、烟台葡萄酒等众
多品牌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