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码上读

■■■■■ ■■■■■ ■■■■■

本省新闻 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罗安明 美编：张昕A05 综合

广告

占之先生(居民身份证号46000471051***5):
贵我双方2005年3月19日签署合同书，你租用我村南海大道

地块，在不影响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按规定用途依法使用，但贵

方占有土地后未合法申报建设等，有违双方合同目的。随海口市城

市规划日益科学规范和双创工作的开展，该土地已规划调整性质即

双方签约时基础发生改变，上级部门也要求我村检查上述地块相关

情况并依法处置。为此，我村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并通知如下:

原海口市海秀镇新村经济合作社2005年3月19日与占之先生所签

署的土地租赁合同书及土地承包合同书(针对同一土地)，自2018年

9月17日起终止履行。双方可就合同终止事项协商相关补偿。

此致
海口市海秀镇新村村民委员会

2018年9月12日

通 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会通过，我委拟按程序审批《文昌市
新民居建筑风貌研究及试点建筑方案设计》，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9月14日至2018年10月13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
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公共厕所
规划建设导则》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9月14日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论证通过，我委拟按程序对文昌市月
亮湾北部起步区海棠路（北段）横断面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社会
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9月14日至2018年10月13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sghwyh@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开发区市政府大院西副
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
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莉娴。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关于进行《文昌市月亮湾北部起步区海棠
路（北段）横断面调整论证报告》公示启事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9月14日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8年9月28日上午10时在海南君华海逸酒店

二楼VIP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以下标的：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路佳宝花
园A栋 207（建筑面积 171.63m2）、707（建筑面积 171.63m2）、1507
（建 筑 面 积 171.63m2）及 第 一 层 、第 二 层 商 铺（建 筑 面 积
1407.52m2）。参考价分别为：8100元/m2、8700元/m2、9300元/m2、
16000元/m2。其中住宅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 50万元/套，商铺保证
金为人民币200万元，整体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300万元。本次拍卖
采用整体优先的方式，若整体无人竞买，则按单套拍卖。标的展示时
间：自见报之日起至拍卖日前一天止。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9月
27日下午17:30前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人应符
合海口市房地产限购政策要求的条件，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

电话：18689812120 林小姐
地址：海口市龙华区文华路中城广场3栋2D

为什么徐冬冬喜欢喝椰树牌椰汁？因为椰树牌椰汁坚持

30年用新鲜椰肉鲜榨，不用椰浆加香精当生榨骗人。

椰树集团1987年攻克难关，解决“油水分离”和“蛋白

质凝块”的技术难题，研制成功的椰汁。30年来一直坚持在

海南原产地用新鲜椰肉鲜榨，做到“四不加”：不加激素，不

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一直保持椰子的天然风味

和丰富营养，做到甜度适中、口感柔和，让消费者饮用安全

放心。为了保证产品品质，椰子原料紧缺时，宁愿产量降

低，市场断货，也不降低标准生产。

椰树牌椰汁的包装设计坚持几十年风格不变，包装上清

清楚楚地写着对消费者的承诺：“30年坚持在海南岛用鲜椰

子肉鲜榨”、“敢承诺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防腐剂”、

“不用椰浆加香精当生榨”。从产品的外观到内在的品质，都

体现真实天然和诚信。难怪消费者在喝了椰树牌椰汁后心有

所感而由衷点赞！

“好空气养出好椰子，好技术造出好椰汁。”椰树牌椰汁

长盛不衰，源于多年来坚持诚信经营，坚持用品质说话，用

优良的产品质量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喜爱。

其实，不只是徐冬冬喜欢喝椰树牌椰汁。全国各地有

许多人都喜欢喝椰树牌椰汁。

为什么徐冬冬喜欢喝椰树牌椰汁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海南成就巡礼

“世姐赛”等国际文体活动助推三亚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

三亚：借“赛”开启走向世界之门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进入9月中旬，三亚金风送爽，天高海阔，世界各国的游客纷至沓来。2017年海南年入境游客量首次突破100万人次大
关，其中三亚接待入境游客近70万人次，同比增长逾50%。追溯三亚的开放历程，15年前世界小姐大赛落户三亚必是其中
浓墨重彩的一笔。世界小姐大赛的主旨“有目的的美丽”与三亚追求的城市之美深度融合。世界小姐大赛的举办，撬动了三
亚“美丽经济”的发展，为三亚走向世界打开了一扇门。

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总结世界小姐大赛给三亚带来的影
响，更应思考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世界小姐大赛等国际文体活动对推动海南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有着怎样
的意义？

临春河畔，美丽之冠大剧院犹
如一顶熠熠发光的皇冠巍然耸立。
三亚市民蔡宾强每天上下班都会经
过这里。看到美丽之冠，他在不经
意间想起15年前第53届世界小姐
总决赛举办时的场景，“那时候真可
以说是万人空巷，大家都在谈论世
界小姐大赛。”

2003 年，久负盛名的世界小
姐总决赛首次落户三亚。此后，
2004 年、2005 年、2007 年、2010
年、2015年、2017年，世界小姐总
决赛均在三亚举办。在今年7月
份举办的2018年中国（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伦敦）综合推介会上，
世界小姐机构主席朱莉娅·莫莉应
邀出席并宣布，今年第68届世界
小姐总决赛将于12月8日在三亚
举办。这将是世界小姐总决赛第
八次落户三亚。

“三亚最早接触的国际性选美
大赛并不是世界小姐大赛，而是
与之齐名的世界三大选美赛事之
一的环球小姐大赛。”海南中金鹰
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长、三
亚市原副市长李柏青在三亚第一
次申办世界小姐总决赛时，正任
三亚市旅游产业发展局副局长，
他全程参与、见证了世界小姐大
赛落户三亚的过程。他认为，三
亚与世界小姐大赛结缘，在些歪
打正着的意思。

2001年6月8日至11日，莫莉
夫人应香港美丽世界有限公司和三
亚市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的邀请，首
次访问三亚。“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
过海南。我那趟访问的首站就是三
亚，它的美丽深深打动了我。”今年
4月下旬，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莫莉夫人回忆起初次到访三
亚时的心情。

尽管得到了莫莉夫人的认可，
但三亚争取举办世界小姐总决赛的
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2003年以
前中国没有举办过这样的选美赛
事，当时有许多反对的声音，比如有
人说这种赛事是拿女性的身体去取
悦大众等。”李柏青认为，2003年三
亚突破各种阻碍举办世界小姐大
赛，正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特区
精神的一种体现。

世界小姐大赛也让三亚学会与
世界交流。海外媒体把2003年称
为“中国第一个选美年”，认为海南
引进世界小姐选美赛事是中国“改
革开放的又一里程碑”。“要举办世
界大赛，大量的外国媒体就要来三
亚，之前海南没有接待这么多外媒
的经验。怎么办？三亚寻求变通之
法，通过香港的一家媒体与外媒接
触。经过外媒的大量报道，三亚仿
佛一下子登上了世界的舞台。”李柏
青回忆说。

结缘 |
“世界小姐”情定三亚

“世界小姐大赛带给三亚的是超
越赛事本身的东西。”李柏青认为，今
天再来看世界小姐大赛对三亚的影
响：一是它体现了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的特区精神；二是它推动了三亚旅
游业的发展，催生了“美丽经济”；三
是深刻影响了三亚的发展路径，给三
亚这座城市注入了国际因素。

1987年，三亚接待过夜游客人
数约为100万人次，2003年也仅为
300万人次左右，但到了2004年就
达到了 364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21.4%。“2003年‘非典’疫情对三亚

旅游业的影响很大，最严重的时候凤
凰机场一天的进客量是个位数。”李
柏青回忆说，“当时来中国旅游的外
国游客很少，世界小姐总决赛的举办
为三亚带来了人气。”

“非典”过后，三亚抓住举办第53
届世界小姐总决赛的契机，完善景区
景点的建设，同时成功举办了新丝路
模特大赛、天涯国际婚庆节、亚洲职
业高尔夫三亚公开赛、香港—三亚国
际帆船赛、国际铁人三项赛、第26届
世界潜水联合大会等一系列旅游活
动，旅游业很快恢复了活力。

2017年三亚市接待过夜游客达
到1830.97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了406.17亿元，相比2003年的300.4
万人次、29.26亿元，分别增长了约6
倍和14倍。

如今，可以展现三亚之美的文
体赛事越来越多。“比如2017年世
界青年帆船锦标赛在三亚举办，这
是该赛事 47 年来首次落户中国，
6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80 名青年运
动员参赛，中央电视台、美联社、路
透社等100多家国内外媒体进行报
道。三亚的美丽和热情也更为世

人所知。”三亚市文体局工作人员
曾令驰介绍。

“2003年世界小姐总决赛期间三
亚出现万人空巷的场面，主要是因为
人们对这种新事物比较好奇。当时世
界小姐们游街时，许多市民还不会与
之互动。”谈及15年来市民参与国际
性文体活动的情况，蔡宾强感受颇深，

“过去大家只是看个热闹，如今像三亚
国际音乐节、三亚国际马拉松赛这些
赛事，我身边的朋友是因为真正喜爱
而参与其中，在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
也更加自信。”

2017年，除了世界小姐总决赛，
ART SANYA艺术季、艺海棠国际
艺术季、国际钢琴音乐周等大型文化
品牌活动和国际拳击联赛（WSB）、
昆仑决综合格斗系列赛、2017海南
（三亚）国际马拉松等体育赛事在三
亚相继举办。三亚正在用文化、体育
之光为城市添彩，走出一条以文化体
育丰富生活、文化体育助推旅游的可
持续发展之路。

除了成功举办世界小姐总决赛、
三亚国际音乐节等具有重大国际影
响力的品牌赛事活动，三亚国际航空
网络也在不断加密，境外旅游发展势

头良好，三亚亚特兰蒂斯酒店等重点
项目落地，让这座城市越来越有“国
际范”。

文化体育活动助推三亚旅游发
展的同时，更深层次的问题也摆在三
亚决策者面前，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推
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让三亚加快
融入世界舞台。今年8月16日，三亚
拟定了6项年度调研课题，其中第一
项就是“坚持开放为先，实行更加积
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建立开放型
经济新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

“世界小姐大赛为三亚打开了通

向世界的大门，但也应当客观承认世
姐赛不能完全代表世界主流文化。
金融、国际人才服务、现代服务贸易
等行业在世界的开放格局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李柏青认为，在这些领域
上有所突破将有助于三亚开放程度
和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背景下，总部经
济正在成为海南发展的一大亮点。
按照规划蓝图，三亚将总部经济发展
目标锁定在金融、保险、旅游等第三
产业领域。近年来，三亚大力发展新
型金融业态，加快“三亚京东智谷小

镇”和“三亚亚太金融小镇”建设，把
三亚打造成“互联网＋”应用示范中
心和现代服务业支撑中心；在信息技
术产业方面，三亚聚焦推动国家深海
基地南方中心、国家南繁科硏育种基
地、航天（遥感）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基
地建设，为经济发展添动能……

“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提升三亚
城市国际化水平，我们要结合优势，
因地制宜优化产品供给，挖掘市场空
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为三亚经
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
展新空间。”三亚市主要负责人说。

（本报三亚9月13日电）

“大三亚”旅游经济圈
赴西宁推介旅游

本报西宁9月13日电（记者易宗平）“欢迎
您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9月13
日，一首推介“大三亚”旅游经济圈的美妙歌曲在
青海省西宁市响起。西宁市旅游协会提供的数据
显示，今年1月至8月，前往“大三亚”旅游经济圈
旅游的西宁市民达18万人次，比去年全年总量还
多3万人次。

为了进一步吸引西宁游客，9月13日，由三
亚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乐
东黎族自治县旅游部门联合组织的“大三亚”旅游
经济圈2018旅游营销推介会在西宁市区举行，吸
引了西宁及周边地区涉旅部门、企业相关负责人
180人参加。

经过洽谈，西宁旅游界多家企业与“大三亚”
旅游经济圈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西宁市旅游协
会副会长蔡圣龙表示，通过推动企业间的合作，
2019年西宁前往“大三亚”旅游经济圈旅游的游
客人数有望达到25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邮轮“南海之梦”号的旅游产
品，引起了西宁旅游界和相关方面的关注。按照初
步达成的合作意向，今年内西宁有关方面将向“南
海之梦”邮轮输送游客1000人次。此举将进一步
打开“大三亚”旅游经济圈高端旅游产品的市场。

今年暑期南航在海南
运输旅客138万人次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张佃艳 实习生杜娥）9月1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
南方航空海南分公司获悉，今年暑运期间，南航在
海南共执行航班8676班次，运送进出港旅客共
138万余人次，旅客量同比去年增长4.5%。其中
海口进出港旅客68万余人次，三亚进出港旅客
69万余人次。

据介绍，今年暑运期间，海南旅客前往我国西
北部地区的出行需求较为旺盛，三亚⇌包头、三亚
⇌北京、三亚⇌咸阳、海口⇌运城等航班的客座率
均超过90%。南航优化航线布局，在暑运期间新
增三亚⇌汕头、海口⇌太原⇌长春、海口⇌呼和浩
特⇌长春、海口⇌长沙⇌呼和浩特、海口⇌兰州等
航线，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据了解，暑运期间，为了让老人、孩子等需要
帮助的特殊旅客在机场享受到贴心温暖的服务，
南航海南分公司全面推出“木棉童飞”“无陪老人”
等特色服务，并在出行旺季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努力做好特殊旅客服务保障工作。

影响 | 为三亚注入国际因素

追问 | 如何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 2017年11月18日晚，
第67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
在三亚举行，118名各国佳丽惊
艳亮相。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海南“土方子”
成了非洲“香饽饽”
◀上接A01版

纳米比亚农业部工作人员安妮达说，木薯是
纳米比亚的主要粮食作物，但由于受气候影响，当
地缺乏合适的品种资源和技术支持，木薯种植不
成规模。“培训班结束后，我将把这些‘土方子’带
回国传授给当地农民。”

事实上，中非农业交流，远远不止于课堂。近
年来，中国援非农业技术也从农专家的实验室“飞
到”非洲国家的田间地头，在那里落地生根。

中国热科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专家薛
茂富曾在非洲刚果（布）参与援非种植木薯项目，

“当地农民对技术十分渴求。我在给他们作技术
讲解时使用英语，但当地农业部门为了让更多农
民真正掌握技术，专门请人将英语翻译成法语。
每一次培训都有一两百人，座无虚席。”

“在非洲，木薯一般的产量是每公顷9吨-10
吨，近年来通过我们的能力提升行动，在我们非洲
示范区它的产量可以达到每公顷30吨以上。”陈
松笔介绍，未来，中国热科院将派出更多的农业专
家赴非洲交流。

据统计，30多年来，中国热科院共为非洲43
个国家2300多名学生举行类似的中非农业合作
培训班，这是第50期培训班，为期20天。

扫码看世界小姐大赛与三
亚“牵手”15年来，如何撬动三
亚“美丽经济”发展。

视频拍摄：韦茂金
剪辑：韦茂金
配音：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