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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责任承诺书，保证宠物
狗不破坏环境、不干扰他人，便
能带着狗狗进入天涯海角景区游
览参观，服务太人性化了！”日
前，来自黑龙江的游客王树林与
家人带着泰迪犬开启了环海南岛
自驾游，体验了一把携宠出游特
色路线。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宠物数
量由2010年的9691万只大幅增至
1.68 亿只，养宠家庭占比也达到

17%。以往，大多数景区、酒店、交
通工具不允许宠物进入，许多家里
养宠物的人假期出游前常常为如
何安置宠物而烦恼。今年初，一项
新规引起广泛关注，海南航空推出
客舱宠物运输特色服务，初步在海
口、广州、深圳、济南、青岛等城市
试点，成为国内首家允许旅客付费
带宠物进客舱的航空公司，携宠出
游实现“说走就走”。

为了进一步满足养宠人士出行

需求，不少景区、酒店等涉旅企业开
展精细化服务，逐步探索推出宠物
友好型产品，完善携宠出游基础设
施，开启个性化旅游模式。

“酒店、民宿等已经在逐步开
放宠物入住的政策，住宿预订平台
开始增设‘允许携带宠物’筛选项，
方便携宠旅行的游客预订。”携程
网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平台已联合
1.5万余家宠物友好型酒店上线宠
物房，覆盖全国334个城市，其中，

三亚位列国内宠物房预订订单量
排名前十名城市，宠物友好型酒
店、民宿达430余家，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使海南成为携宠出游热
门目的地。

“提供2周以上、一年以内的狂
犬疫苗证，可为宠物狗办理入住，
在收取了相关的清洁费用之后，酒
店还会提供狗狗的床和相关日用
品。”三亚美高梅度假酒店公关经
理吴行说。

乘快艇出游驰骋波澜大海，
探秘陵水海岛体验露营，参加宠
物运动会享受萌宠嘉年华……近
年来，随着“萌宠经济”兴起，海南
宠行者旅业服务有限公司主要负
责人张钰琛开始探索宠物旅游这
一新领域，挖掘、打造了一系列琼
岛本土宠物特色旅行路线与活
动，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宠友”参
加。

“海南宠物经济整体起步较
晚，新兴宠物旅游仍处在初级的阶
段，但海南旅游资源丰富，大海沙
滩、热带雨林、美丽乡村等环境非
常适合携宠出游，近年来旅游市场
也逐渐趋于细分化，宠物旅游前景
迷人。”张钰琛说，其团队结合海南
本地特色、季节特点，挖掘宠物出
游路线，先后推出了陵水呆呆岛宠
物露营游、宠物乘游艇出海畅游三

亚大东海等特色旅游产品，打造宠
物生日派对、宠物婚礼等特色活
动，设计人宠互动游戏，小众路线
颇受“宠友圈”欢迎。

同时，海南不少景区、酒店、餐
厅也开始探索“萌宠经济”。“我们
积极挖掘打造宠物友好型商家，截
至目前已有槟榔谷、天涯海角、大
小洞天、呆呆岛等景区面向宠物开
放，三亚美高梅度假酒店、海棠湾

红树林度假酒店等高星级酒店也
认证成为宠物友好型酒店，极大便
利了携宠出游。”张钰琛说。

“针对养宠人士客源，海南涉旅
企业积极推出宠物旅游产品，开
辟宠物旅游路线，涵盖酒店住
宿、周边玩乐、水上运动、帆船出
海和爱犬嘉年华项目，这也是旅
游市场细化和服务进步的体现。”
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

挖掘携宠环岛路线B

在海南带宠物出游可去哪？

景区：目前天涯海角、大小洞天、南山寺、鹿回头、凤凰岭、槟榔谷、秀
丽山庄、南丽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面向宠物开放，部分景区需要在检票
处签署携宠承诺书即可入园。

酒店：三亚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三亚美高梅度假酒店、三亚湾
1940民宿、海口美兰机场酒店、海口途窝假日庄园、琼海博鳌邂逅时光别
墅公馆等，其中，入住三亚美高梅度假酒店需加200元清洁费。获取更多
宠物友好型酒店信息，在携程网酒店预订平台勾选“允许携带宠物”即可。

餐厅：三亚欧亚非餐吧、三亚海豚餐吧、Zoo动物咖啡馆等

“十一”黄金周刚落帷幕，三亚
市民张晓平回味起此次假期的出
游经历十分欣喜：“我带着两只宠
物狗开启了三天两晚的琼海自驾
之旅，去博鳌看海，去潭门感受渔
港氛围，去美丽乡村看田园风光，
不少民宿、景区开始对宠物狗开
放，‘宠友’出游更便利了。”

今年，随着海南航空、四川航空
等相继推出“宠物机票”等新产品，携
程网等住宿预订平台开始增设“允
许携带宠物”筛选项，不少景区、酒店
逐步探索打造宠物友好型产品，这
些信号透露出，在宠物用品、医疗、美
容等“萌宠经济”加速发展下，携宠出
游也日渐兴起，旅游市场走向精细
化、个性化。在旅游新趋势下，海南
涉旅企业也开始挖掘携宠出游路
线，进一步规范萌宠旅游市场，打造
更加多元、丰富的旅游体验。

■ 本报记者 林诗婷

业内人士认为，宠物旅游同普通旅游有诸多
相似之处，需要在前期对产品进行一次性完整设
计之后才能售卖，包括寻找适合宠物活动的合适
场地、设计人宠互动环节、挖掘接纳宠物居住的
旅馆场所、提升旅途中的宠物服务体验等，对宠
物出游的各个环节提出更高的要求。

“带宠物出行的人群多数对旅游品质要求较
高，设计旅游路线时需要住宿环境能有适合宠物
玩耍的大草坪等。”三亚海棠湾红树林度假酒店
市场传媒总监蒋燕说。

“出游场所需满足能接纳宠物上车、餐食、住
宿等，此外，宠物受伤了、酒店床单弄脏了等突发
问题也需纳入考虑，需要制定全面预案。”张钰琛
说，为在各个环节确保游客出游的安全和欢乐体
验，每次出行前需购买专门针对宠物安全的保
险。

此外，在组团带宠旅游中，一些景区、酒店等
商家还会对宠物主人和宠物限制条件，包括宠物
主人承诺自家宠物不具有攻击性、不患有任何疾
病等。

“很多酒店、民宿考虑到公共设施安全和卫
生，以及担心狗的叫声会影响到其他顾客，都不
愿意接受游客带宠物入住，这些限制要求我们非
常理解。”来自上海的游客许磊说，携宠出游需要
涉旅企业与宠物主人双方的共同努力，养宠人士
需要做到文明养犬，在公共场所能够管理好自己
的宠物，在入住酒店或民宿时能维护房间内卫
生，自带床单物品等。

针对宠物旅游引发的纠纷问题，北京大成
（海南）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震认为，宠物旅游兴起
是旅游细分领域升级的重要体现，酒店、景区需
要制定规范的宠物出行入住标准，保证游客安
全。

对各环节提出高要求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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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主人到陵水呆呆岛度假的宠物狗。

客人带着宠物狗在三亚美高梅酒店度假。

游客们带着宠物乘游艇出海。

本栏图片均由张钰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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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定于2018年10月19日上午11：30在万宁市后安镇

后安村委会会议室公开拍卖：万宁市后安镇后安村民委员会原办公
场所（办公室建筑面积161.26平方米及161.26平方米集体土地使用
权）。参考价：31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展示时间：见报之日至10月18日。
报名时间：10月19日上午9：00-10：30（请携带1、身份证的原

件、复印件；2、现金人民币5万元）。
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现状净价拍卖，办理标的物产权转移产

生的所有税费全部由买受人承担；2、报名资格：仅限万宁市后安镇后
安村的村民。

电话：68515206 15607579889 王先生
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楼
网址：www.hntianyue.com

（181010期）

经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
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被执行人南
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二环路西侧
面积为 17333.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东方国用（2003）字第
007号，证载用途为商住】进行公开拍卖。参考价：3023万元，竞买
保证金：600万元。现将第三次拍卖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1、拍卖时间：2018年10月30日上午10：00；
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203室；
3、标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相关事宜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8

年10月29日17：00截止；
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2018年10月26日17：00前到账为

准；
5、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户银行：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账号：
1009454890002335；

6、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8）海中法拍委字第02号（如代缴必
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7、报名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48号新达商务大厦2803#海南冠
亚拍卖有限公司；

8、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净价”拍卖，不包含地上建筑物
及其他地上附着物，法院不负责清场，且所有
涉及该地块欠缴的土地出让金、征地补偿款、
土地闲置费等费用和买卖双方应承担的纳税
义务均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机构电话：66746655 15008983855
传真：68539322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

电话：0898-66713990

海南冠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8）海中法拍委字第02号

冠亚拍卖公众号

为进一步完善我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我

区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初中专任教师35名，小

学专任教师131名（含校园足球教练专任教师3

名），招聘录用人员均为财政预算管理事业编制工

作人员。详情请登录海口市美兰区政府门户网站

（http://mlqzf.haikou.gov.cn/）和海南人才招

聘网（http://www.hnrczpw.com）等相关网站

查询。

咨询电话：0898-65321276

海口市美兰区2018年

教师招聘公告

2018年10月10日

中标公示
择优选取坡博坡巷回迁商品房建设项目地质勘查和施工图

设计招标代理机构已于2018年10月9日15点在海口市龙华区

政府2号楼220会议室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推荐，现

确定：

深圳市建星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大华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第二中标候选人；

河南宏业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三中标候选人。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2018年10月10日至10月11日）1个

工作日内向海口市龙华区房屋征收局投诉，电话：66775723

张增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0条规定，及2018年9

月 19日我司与陈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我司将依据

（2014）海南一中民一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

中，对您享有的400万元违约金及该判决书确定的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与上述债权相关的其他一切权

利转让给陈冰。请您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向新的债

权人陈冰履行上述债务。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澄迈宝之华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9日

海南金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澄迈天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0条规定，及2018年9月19

日我司与陈冰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我司与澄迈天浙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及保证人海南金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2013

年5月9日签订的《商场租赁合同》中，我司依据该合同享有的全部

合同权利（包括该合同约定的我司对澄迈县老城镇澄江北路东南侧

“老城商业广场”第一层至第四层的15年的租赁权，及我司已支付

给澄迈天浙公司的600万元租金及400万元履约保证金以及该《商

场租赁合同》的其他全部合同权利）；以及我司依据（2014）海南一中

民一初字第45号《民事判决书》，对澄迈天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金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张增源享有的400万元违约金

及该判决书确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及与上述

债权相关的其他一切权利转让给陈冰。请贵司自接到该债权转让

通知书后，向新的债权人陈冰履行上述债务。

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澄迈宝之华实业有限公司
2018年9月19日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屯昌营销服务部开业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屯昌营销服务部于2018年10月10日正式开业，现予以
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屯昌营销服务部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8月27日
机构住所：海南省屯昌县昌盛北路83公里处 邮编：571600
机构编码：000014469022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2083
负责人：刘善武 电话：0898- 67819915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财产保险业

务；法定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保险代理、损失鉴定、理赔委托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定安营销服务部开业公告

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定安营销服务部于2018年10月10日正式开业，现予
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定安营销服务部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7月30日
机构住所：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岳崧路(自来水厂对面)
邮编：571200
机构编码：000014469021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2077
负责人：吴多乐 电话：0898-63837662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财产保险业

务；法定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保险代理、损失鉴定、理赔委托等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特此公告。

黄冈大厦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黄冈大厦项目位于海口市滨涯路南侧、海垦路西侧，属《海口市

金牛岭片区控规》A-5-09地块范围。本次申报项目拟建1栋地上
17层，地下2层商业办公楼，送审方案指标符合控规要求，建筑退南
侧用地红线为9.1米，满足消防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
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10月10日至10月23 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ghw.haikou.gov.
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0月10日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2016)琼0106执2099号执行裁定
书，本院将于2018年10月22日10时至2018年10月23日10时止在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滨海大道85
号天邑国际大厦摩天楼03、05号房中的一批办公用具、家俱。

起拍价：52250.6元，竞买保证金：10，000元。增价幅度：1，000
元。

咨询时间：自2018年10月15日起至2018年10月19日接受咨
询（双休日除外），本次拍卖不组织看样。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0月22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
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均由买
受人自行承担；3、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
0898-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 2016)琼0106执2099号

2018年9月21日

海口裕义实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5 日向海口市国土

资源局申请将海口市海秀镇水头村民委员会全资集体企业海

口裕义实业有限公司名下证号为琼（2016）海口市不动产权第

0013952 号，土地面积为 36271.84 平方米（约合 54.41 亩）的集

体建设用地征收为国有土地，并办理国有土地划拨手续。

2018 年 2 月 11 日，海口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海口市秀英区

海秀镇水头村民委员会集体留用地征收为国有补偿方案的请

示》（海土资征字〔2018〕134 号）报海口市政府批准，发布《海口

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秀英区海秀镇水头村民委员会集体土地

补偿方案的通告》（海府〔2018〕24号）。

该宗地土地登记用途为集体建设用地，不能认定为集体留用

地。根据《海南省征地安置留用地管理办法》（琼府办〔2012〕97

号）第八条有关规定，该宗地不符合办理集体留用地征收为国有

（空转）手续的条件。

因海口市国土资源局审查材料过程中出现错误，误将该宗地

按集体留用地办理征收为国有（空转）报批手续。为纠正错误，经

海口市政府同意，现撤销《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征收秀英区海秀镇

水头村民委员会集体土地补偿方案的通告》（海府〔2018〕24号）。

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9月27日

海口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撤销海府［2018］24号

土地补偿方案的通告
海府办〔2018〕228号

公 告
1、招标内容：土地项目战略发展研究报告的编制及相关服

务工作。

2、委托人：海南省化肥厂。

3、项目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向荣路1号。

4、项目内容：依托海南省化肥厂现有的土地综合资源，进

行项目策划，按照委托人要求，编制土地项目战略发展研究报

告书。

5、请有意向的单位于2018年10月15日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00到联系地址处报名并领取纸质或电子版文

件（投标人要求、土地情况简介等）。联系人：黄蕾，联系电话：

0898-66527332，联系地址：海口市正义路3号3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