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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经批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支行升格，原许可证

（流水号：00497926）注销，现予以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机构编码：B0014L34602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21130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12月23日

住所：海南省三亚市河东路62号人文水岸商铺一、二层

邮政编码：572000 电话：0898-8898750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三亚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19年8月26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9月20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椰艺广场”项目报建方案调整批前公示
椰艺广场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文建五横路北侧地段，建

设单位为文昌椰之韵有限公司，属《文昌市文城西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范围内，该项目已于2018年 3月26日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临时许可证》，批建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4249.91 m2，总建
筑面积8161.44 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6452.85 m2，地下建筑面
积1708.59 m2），容积率1.5，建筑密度29.99%，绿地率40.03%，建
筑限高7层,总户数31户，停车位42辆；现建设单位申请报建方
案调整，主要调整内容有：①首层底商标高、层高进行相应调整：
Ⅰ.1-1#由 20.1 米调整为 21.46 米；Ⅱ.1-2#由 24米调整为 23.85
米；Ⅲ.1-3#建筑高度与原批一致，仍为27米；Ⅳ.2-1#由 26米调
整为27米。②调整底商的商业楼梯位置及开口方向；③消防控
制室位置调整；④物业管理用房位置调整；⑤底商女儿墙栏杆调
整用花瓶栏杆；⑥1-2#~2-1#屋面有调整，详见变更方案；⑦建
筑用材由涂料调整为纸皮砖。调整后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

4249.91m2，总建筑面积为 8194.93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6452.85m2，地下建筑面积为1742.08m2），其他指标不变，调整后
规划指标符合规划要求。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
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项目方案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9年9月20日至10月5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白
金路 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
571339；（3）意见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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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8-63332018，联系人:周文丽。

公 告
陆振福：

你于我司海口市美兰区板桥横路安置房（北区）项目地块
西北侧（板桥横路与滨岭巷交叉路口处）所建的一栋自建房屋
（面积：306.92m2），经我司多次催告搬离你仍置之不理。现请
你于2019年9月23日前清空屋内所有物品并向我司交付该
自建房屋，逾期未搬离我司将自行清理，并保留追究你法律责
任的权利。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9日

推广本土特色 宣传海南品牌

2019年海南名特优产品采购大会开幕
9 月 19 日，为期 3 天的 2019 年

（第三届）海南名特优产品采购大会
（以下简称海购会）在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拉开帷幕。据了解，此次海购会
共有来自海南省内外 367 家企业参
会，其中包括来自海南省内的 298
家、省外 47家名特优产品企业，来自
全国 23个省市的 58家采购商，12家
金融机构和 10 家物流企业，总参会
人数达1500余人。

本届海购会由省商务厅主办，各
市、县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农村农业
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贸促会、省工
商联、海垦集团协办，旨在促进海南省
名特优产品产销企业和国内大型零售
企业、代行连锁酒店、云仓储企业、省内
金融保险企业、物流企业密切合作，把
海南产品推向全国市场。

为了更好地促进采购商与供应商
合作，本届采购大会特别使用了软件

“微站”，采购商、供应商、金融和保险企
业、物流企业能第一时间通过“微站”了

解到采购大会会议资讯、组织架构、会
议流程等信息。参会企业可通过“微
站”提供的企业信息提前在线上进行多
方对接洽谈、达成初步洽谈合作意向。
目前，“微站”注册量超过500人，浏览量
已达5万多次，已经初步完成企业配对
的企业有500多对。

据悉，本届海购会引进物流企业10
家、金融机构12家，为本次海购会提供
优质的金融物流服务。同时，为提升洽
谈效率，提升交易金额，本届采购大会
设置367个供应商展位，40个采购商和
物流企业、金融机构展示区，为各方提
供良好的接洽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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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

关注“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我省开展大学生农村创业宣讲活动

农村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陈雪怡）和许多

青年人一样，蔡於旭、徐取俊、黄晓玲通过创业翻开
人生新篇章；又和许多青年人不一样，他们3人的
创业平台在农村——9月19日，省农业农村厅会
同省教育厅、海南大学在海大举办海南省大学生农
村创业宣讲会。本次宣讲会以“农村广阔天地大有
可为”为主题，我省3名优秀创业青年分享了各自
的农村创业故事，获得现场学生的热烈回应。

宣讲会上，蔡於旭、徐取俊、黄晓玲等3名优
秀创业青年代表，分别以“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返乡创业 回报桑梓 创业艰辛 惠牛换金”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梦想成就创业”为题，与在
校大学生分享了返乡创业的精彩故事和成功经
验。在现场，300余名大学生与优秀创业青年代
表积极互动、踊跃提问，不少同学听完青年企业家
的创业故事后，纷纷表示深受启发、受益匪浅，被
他们的创新创业精神所鼓舞，对未来返乡创新创
业充满期待。

“这是宣传全省大学生农村创业典型经验，号
召广大青年踊跃投身乡村振兴的一次重要活动。”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许云表示，该厅作为乡村振兴
的牵头部门，永远是大学生农村创业的坚定支持
者，将尽力为大学生提供最好的服务。

据悉，省农业农村厅已联合海南师范大学、三
亚学院，将于近日继续举办两场海南省大学生农
村创业宣讲会，下一步还将到全省所有全日制高
校举办宣讲活动，并于本月底在澄迈县大丰镇才
存村举办大学生农村创业现场会。

中国网·海南自贸区平台
正式落地
10种语言24小时面向全球发布信息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王玉洁）9月19
日上午，2019“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海南
分站赛在海口启动。同时，中国网·海南自贸区平
台也正式落地中国网文化科技金融融合示范（海
南）基地。

据悉，2019“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旨
在面向国内外社会公开征集各领域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好声音，树立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大赛自
今年4月启动以来，先后在北京、重庆、湖北等10
余个省区市启动分站赛。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以来，世界的目光越来
越多地投向海南。此次海南将借分站赛之机，汇
聚各方资源和力量，讲好海南人民在抢抓机遇、深
化改革、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故事。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当天落地的中国网·海
南自贸区平台，是中国网文化科技金融融合示范
（海南）基地打造的首批产品之一，既是中国网在
海南区域建设的地方外宣门户，也是支持海南对
外宣传的重要平台。目前该平台设置了今日海
南、旅文海南、科教海南、法治海南、投资海南和图
说海南等栏目，并将打造《对话自贸区》《纪录海
南》和《沿着高铁游海南》三档视频节目。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网·海南自贸区平台将
发挥中国网10种语言、11个文版、24小时面向
全球发布信息的对外传播平台优势，逐步实现海
南国际传播、形象塑造、品牌推广和讲好“海南
故事”的全球覆盖，不断提高海南自贸区、自贸港
的影响力。

启动仪式上，中国网文化科技金融融合示范
（海南）基地分别与海南广播电影电视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南海网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整合本地
主流媒体平台资源，服务海南对外传播、形象塑造
及品牌推广。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三亚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城市，
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城市，是一个大有
可为的城市。”9月19日，在省新闻办
于海口举办的第三场海南省“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上，三亚市市长阿东用3个特点
概括描述三亚这个城市，将新中国成
立70年来，特别是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多年来三亚经济社会发展的
主要成就娓娓道来。

从边陲小镇到国际知名旅游城
市，再到勇当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标
杆，打造海南改革开放高地……在党
中央、国务院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三亚砥砺奋进，书写的

“鹿城传奇”，是新中国建设发展辉煌
画卷的精彩缩影，是海南改革开放巨
大成就的生动写照。

快速成长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边陲小镇”“人烟稀少、经济落
后、交通不便”“只有一个港口、一条
解放路、一条红旗街、一座电影院、一
个菜市场”……这些是三亚的“昨日

历史”。
“天生丽质、环境优越”“我国唯

一同时具备热带雨林和热带海洋风
光的城市”“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
一”……这些是三亚的“今日标签”。

“早在升格地级市之初，三亚就
明确提出了面向国际建设热带滨海
风景旅游城市的目标。”阿东介绍道，
30多年来，三亚矢志不移，笃定前
行。航权开放、入境免签、离岛免税
等优惠政策的落地实施，世界小姐总
决赛、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等国际赛事
的成功举办，邮轮游艇、文化体育、婚
庆亲子、商务会展等旅游业态的加快
发展，有力促进三亚旅游走向世界。

1987年，三亚升格为地级市，当
年接待过夜游客量14万人次；如今，
三亚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免税购物
中心、中国密度最高的国际高端酒店
群，2018年接待过夜游客量2243万
人次。

以旅游为切入口，三亚的综合实
力也实现了跨越发展。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从1987年的2.35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595.5 亿元，增长了 252
倍。在综合实力跨越发展的背后，是
城市功能不断优化完善、生态环境得

到巩固提升、人民生活迈向全面小康
的强有力支撑。

——加强“五网”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实现“海陆空”一体化无缝对接：
凤凰机场1995年旅客吞吐量25.6万
人次，2018年突破2000万人次，三
亚成为全国首个空港年吞吐量突破
2000万的非省会地级城市。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积
极推进生态市建设：目前，三亚空气
质量优良率 99%，地表水优良率
91.7%，森林覆盖率69%。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民
生投入力度：2018年，三亚全市城镇、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
比1987年增长39.6倍、34.5倍；人大
附中三亚学校、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
院等一批优质资源加速汇集；2018年
底，该市贫困发生率已降至0.09%。

努力打造海南改革开放高地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让三亚再次
刷屏。而在阿东看来，这些年三亚一
直在“刷屏”。

“南繁硅谷”、崖州湾科技城、亚
特兰蒂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亚沙

会……三亚始终坚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围绕“三区一中心”战略定
位，在勇当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标杆，
打造海南改革开放高地的新征程中，
稳步前行。

从今天到明天，从国际知名旅游
城市到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标杆和海
南改革开放高地，三亚的前进路线明
确：发挥引领作用，加快先导性项目
建设；追求发展质量，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立足旅游优势，促进消费提质
增效；筑牢发展基础，大力开展招商
引才；对标国际标准，着力优化营商
环境；不断深化改革，积极推进制度
创新；更新发展理念，提升人民生活
质量。

“重点抓好‘一核心、两环境、三
产业、四平台、五基础’工作。”用“美丽
动人”“底蕴深厚”“大有可为”3个特
点概括描述三亚这个城市后，阿东再
从5个方面总结介绍三亚下一步工作
方向：“一个核心是制度创新；两个环
境是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三个产业
是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四个平台是南繁平台、深海平台、
热带农业平台、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
引进中转基地平台；五个基础包括规
划管控、‘五网’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振

兴、民生保障、人才引进和培养。”
接待过夜游客量约占海南全省

的1/3，过夜旅游总收入约占全省的
2/3，其中入境过夜游客、过夜旅游外
汇收入约占全省的六成和八成，这是
三亚在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中的
突出优势。

在亚特兰蒂斯、海昌梦幻海洋不
夜城相继开业，海南首家中外合资旅
行社正式营业，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
锦标赛等国际赛事活动举办的基础
上，三亚接下来将加快丰富旅游业
态，提升产品品质，推动消费升级，在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中努力当好
主力军。

当好主力军，需要企业和人才。
通过创新招商机制，实施精准招商，
三亚先后会见洽谈企业153家，其中
世界500强31家，已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90家，注册企业69家，其中有
26家总部企业注册落地。

比认识更重要的是决心，比方法更
关键的是担当。阿东表示，三亚将继续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在省
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奋发图强，开拓
创新，努力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中打造标杆，在践行“三区一中心”
定位中当好先锋。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

从边陲小镇到知名旅游城市，三亚正朝着打造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标杆目标阔步前行

开拓创新 书写“鹿城传奇”

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9月18日12时-9月19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7

17

12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7

33

21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洋浦9月19日电（见习记
者李豪杰 特约记者郝少波 通讯员
郑巍）9月19日晚，洋浦经济开发区
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晚会，表彰
1028名扎根洋浦20年以上的老“洋
浦人”，号召新老“洋浦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弘扬洋浦精神，为建设海
南自贸港先行区、示范区，打造全省
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而奋斗。

晚会在《盛世乐章》的开场舞中拉

开序幕，激情的舞蹈、优美的舞姿，赞
美新时代，讴歌洋浦新气象。

在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关
键时期，洋浦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
遇。洋浦工委书记周军平在晚会致
辞中表示，要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改
革创新的洋浦精神，推出一批批制度
创新案例；要在探索自贸港的政策和
制度体系、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上努
力取得突破；要大力弘扬洋浦精神，
跑好几代“洋浦人”的接力赛。

弘扬洋浦精神，开创发展新局面

1028名老“洋浦人”受表彰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屯昌举行合唱比赛
本报屯城9月19日电（见习记者

谢凯）9月18日晚，由屯昌县委宣传
部、屯昌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主
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屯昌县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合唱比赛决
赛活动在该县文体公园举行。

本次大合唱比赛活动分机关、乡
镇两个组别进行评比，分设初赛、决赛
两个阶段。当晚，进入决赛的12支代
表队引吭高歌，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
掌声。

经过角逐，中坤公司代表队、南吕镇
代表队、中建公司代表队获乡镇组前三
名；工交系统代表队、财税系统代表队、
政法系统代表队获得机关组前三名。

我省高校联办艺术展

水墨丹青颂党恩
本报海口9月19日讯（记者罗

霞）由省艺术设计协会联合海南大学、
海口经济学院、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
院等多家高校主办的“丹青颂党”书画
大赛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艺术作
品展，9月19日在海口经济学院举行。

此次展出作品涵盖了国画、书
法、剪纸、水粉画等门类的200余件
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党的光辉历
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活动为海南
大学生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机会。
学生们通过观摩作品等方式，提升了
艺术创作能力。

国庆临近
氛围渐浓

近日，海口市园林局绿化管
理所在市区主要道路和景点摆
放各类花草120万盆,提升园林
景观，并加强对市区带状公园及
绿地小游园的绿化养护工作，为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营造喜庆、
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图为园
林工人在海口市秀英区观海台
摆放鲜花布景。

见习记者 李天平 摄

洋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晚会
现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特约记者 郝少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