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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

本报三亚10月16日电（记者
孙慧 通讯员杨洲）发展乡村民宿，让
民房变客房，村庄变景点，可以带动
和盘活乡村资源。海南日报记者从
10月16日在三亚召开的全省乡村
民宿工作推进会获悉，今年以来我省
乡村民宿发展快速，海口市秀英区石
山镇、琼海市博鳌镇、三亚市天涯区
西岛社区等不少旅游资源相对突出
的区域出现了乡村民宿集群化发展
态势。

长期以来，我省乡村旅游开发相
对滞后，在旅游市场占比相对较低。
随着旅游市场自由行需求兴起，乡村
旅游产品开发，尤其是乡村民宿类产

品开发越来越被看好，很多游客出游
休假更倾向于找一家民宿住下来，深
入了解旅游目的地的社会风土人
情。今年，我省计划新建80家乡村
民宿，计划到 2021 年全省要建成
480家特色民宿，培育琼北火山、琼
海博鳌、三亚亚龙湾、文昌八门湾、三
亚西岛等民宿产业集群，促进全域旅
游发展。

近年来，我省从省域层面加强乡
村民宿的规划引导，出台了《海南省
乡村民宿发展规划（2018—2030）》
《海南省乡村民宿管理办法》《海南省
促进乡村民宿发展实施方案》等系列
政策，引导乡村民宿产业发展。目

前，三亚市天涯区西岛社区、琼海市
博鳌镇、万宁市兴隆旅游度假区等区
域的民宿呈集群化发展态势。

在三亚天涯区西岛社区，新修建
的景区游客中心今年国庆黄金周期
间开始营业，不少游客参观完景区
后，进入到渔村参观由珊瑚石屋改造
的乡村民宿，街道边还有一些民房正
在改造，准备建成乡村民宿对外营
业。“现在西岛有17家乡村民宿陆续
在开业，下一步我们打算成立协会来
引导规范民宿的管理，让民宿继续带
动西岛社区的发展。”西岛社区居委
会主任黎庆学说。

据三亚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两年来，三亚乡村民宿发展势
头较好，当地的乡村民宿发展也比较
快速，目前这些区域的乡村民宿数
量、规模在扩大，但部分乡村民宿不
注重提高档次和服务水平，品牌意识
不高，大部分乡村民宿价格为300
元-500元，高端市场有待挖掘。

“今年至少接待了20家企业来
考察发展民宿。”万宁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说，目前万宁大约有20家乡
村民宿在营业，大部分集中在兴隆
旅游度假区周边。为引导万宁的乡
村民宿规范化发展，该市已制定了
民宿管理办法，目前初稿正在征集
意见当中。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
赵优 特约记者谢琛）葡萄牙时间10
月14日，海南国际旅游岛推介会在
里斯本成功举办。这是我省近来开
展的系列境外推介活动之一。在德
国、瑞士、葡萄牙，我省代表团紧扣重
点客源市场开展精准营销，以形式多
样的旅游宣传推广促销活动传递政
策、加强交流，并先后签署多项跨国
合作协议，进一步助力我省入境游发
展，拉动国际旅游消费，提升海南旅
游国际化水平。

为加强对海南旅游品牌的海外
输出，近期，我省旅游代表团走进欧
洲开展系列旅游推介，进一步挖掘境
外客源市场。

今年正值中葡建交40周年，借
此契机，海南国际旅游岛（里斯本）
推介会全面介绍了海南旅游资源、

优惠政策以及国际教育和医疗产业
发展前景。葡萄牙旅游局中国市场
部部长努诺·马德拉也表示，葡中共
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
署，为双方旅游文化合作提供了巨
大发展机遇，葡萄牙将结合自身发
展旅游的经验，加强与海南的交流
与合作，丰富葡中双向旅游交往的
内容。

瑞士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人均GDP一直居世界前列，是我省
在中欧市场的重要潜在客源国。在
瑞士苏黎世举办的海南旅游推介会
上，省旅文厅代表团表示，海南拥有
丰富的旅游产品和便利的入境政策，
计划利用现有的三亚⇌伦敦航线、欧
洲⇌香港航线和即将开通的柏林、法
兰克福哈恩、杜塞尔多夫航线吸引瑞
士客源。交流环节，不少旅游企业代

表纷纷对海南旅游产品和免签政策
表示出极大兴趣。

精心策划的细节总能让境外推
介会大放异彩。

在海南国际旅游岛（里斯本）推
介会现场，海南方搭建了海南十大旅
游产品展板，同时设置了海南滨海热
带风情立体景观拍照区和签到区，通
过浓烈的氛围渲染，让来宾身临其境
般感受到浓郁的海南风情。

德国当地时间9月26日，为配
合在德国柏林举办的海南旅游专
项推介会，省博物馆策展的“旅途
即归途——一个德国人与海南岛
的故事”图文展也在当地举办，全
面展示汉斯·史图博的中国民族学
研究成果及其与海南岛的深厚友
谊，彰显其为中德两国文化交流做
出的重要贡献，拉近了海南与德国

的距离，吸引大批德国旅游文化界
人士前来观展，获得当地的高度关
注与肯定。

成果显著是近期境外系列推介
活动的亮点。

海南国际旅游岛（里斯本）推介
会以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
拓展我省旅游对外开放空间，连接海
南与葡萄牙旅游市场。在推介会上，
海南联合航空旅游集团与葡萄牙旅
游协会签署协议，结成旅游联盟，互
送客源；海南一龄医院管理集团与索
发朵集团签署引进国际先进医疗设
备协议，打造国际健康旅游项目和品
牌，加速推进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建设。

在德国和瑞士，为延续旅游宣
传热度，扩大市场促销成果，省旅文
厅趁热打铁促成多项涉旅协议的签

订。其中包括省旅文厅与国际大会
及会议协会（ICCA）就会展旅游合
作、共促海南会展国际化签署战略
协议，海南三亚昊利德旅行社与土
耳其奥努尔航空公司、德国FTI旅
游集团分别就航线开通、客源互送、
加强旅游合作等内容签署战略协
议。此外，省旅文厅携三亚市政府
与全球最大邮轮公司——嘉年华集
团在汉堡就合作开展歌诗达邮轮

“新浪漫号”在三亚经营冬季航线举
办签署仪式。根据协议，2020年度

“歌诗达·新浪漫号”邮轮将开展以
三亚为母港，并停靠越南或菲律宾
等地的母港航线（含转港航次），以
及三亚为主要母港、挂靠国内其他
另一个港口（广州南沙港或深圳太
子湾港等），并停靠越南或菲律宾等
地的双母港航线。

我省系列境外推介活动成果显著
与德国、瑞士、葡萄牙等国就航线开通、客源互送方面展开合作

海南乡村民宿呈现集群化发展态势

2021年全省将建成480家特色民宿

广告

电子税务局办理付汇、办理银行服务贸
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查询小结：

（1）传统做法：纳税人需到办税服务厅才可以办理付汇

办理银行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查询。

（2）电子税务局操作：纳税人登录电子税务局，即可随时随

地轻松查询付汇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

足不出户即可申请办理和至少跑一次税务局，您更愿

意选择哪种办税方式呢？

一、登录海南省电子税务局网址：
https://etax.hainan.chinatax.gov.cn/（推荐使用非

IE内核的浏览器、IE8.0以上版本浏览器）

二、办理路径

【我要办税】—【证明开具】—【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
付税务备案查询】

三、操作说明
详细操作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电子税务局引领办税新时尚

在使用电子税务局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和建议，可拨打服务热线4006012366进行
咨询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

付汇办理银行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案查询 全程网上办19

商铺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07HN0103-1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文昌市文城镇庆龄西横路杏林花园小

区10/11栋1层部分商铺进行公开招租，招租面积：530.98m2，租

期15年，挂牌底价为286730元/首年。公告期：2019年10月17

日-2019年10月30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

hncq.cn）、E交易网（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zw.hainan.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

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26

郭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

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0月17日

国有产权（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910HN016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等四
家公司部分非上市股份。一、基本情况：本次挂牌的股份为四家企业
非上市股份整体打包转让，分别为1、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528000股股份；2、三亚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47100股股份；3、
海南和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538200股股份；4、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
司601080股股份。具体详情见中天华信评报字（2019）第054号评估
报告和公司网站。二、挂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269.2747万元。三、公告
期为2019年10月17 日至2019年11月13日。四、对竞买人的基本要
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www.hncq.cn）、E交易网
（www.ejy365.com）、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cn/
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南产权交易所（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
华夏银行大厦18楼），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孙女士；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9年10月17日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王黎刚）2019
年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中国银行”杯海口站钻石
级精英赛和群英赛暨海南省第20届业余网球公
开赛10月16日在海口开拍。

比赛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女子
双打、混合双打5个项目。参赛选手必须是12岁
以上，在中国网球协会新会员网注册，并获得网球
在线专属服务会员资格。参赛的选手已参加过中
国网球协会CTN等级测评，获得CTN等级4-7
级的运动员可报名参加精英赛（300分）比赛。获
得CTN等级8-10级的运动员可报名参加群英赛
（120分）比赛。

本次比赛由中国网球协会和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主办，省网球协会承办。省体育总
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网球天地》杂志、椰树集团、智海王潮传播集团、
韵动吧（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南鹏达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全网球APP等单位协办。执行单
位为海南网球俱乐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赞助，省肿瘤医院为本次比赛提供医
疗支持。北京中网泰尼斯体育发展中心运营本
次比赛。

海口旅游营销活动
走进昆明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
邓海宁 通讯员孙相涛）10 月 16
日，2019年海口（昆明）旅游营销推
广活动在昆明举行，这是海口市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落实省委、省
政府关于海南国际旅游消费年活动
的部署，促进旅游消费“走出去”精
准营销推广的具体举措之一。推介
会集中展示了海口的城市风采及冬
春季旅游产品，并向云南核心旅行
社及游客发出了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的邀请。

当天，推介会现场围绕“冬春游
海口，来了不想走”的旅游营销推广
主题，将海口独特的椰风海韵、温泉
海岸、海上森林、火山奇观、免税购
物等旅游资源进行了全面的展示，
并向现场的嘉宾重点推介了冬春季
海口的旅游产品和即将举办的文体
活动。

据了解，海南、云南同为旅游
大省，互为客源地，长期以来有着
很好的合作交流关系，海口与昆明
两城市之间各大航空公司也已开
通了较为紧密的通达航班，两个省
会城市之间游客互通已成为常
态。海口的旅游康养、海上运动、
免税购物、特色美食等旅游产品深
受昆明游客欢迎。

昆明、海口两地旅行商还在推
介会上签订协议，约定提供更多优
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推进
客源互换。

本报三亚10月16日电（记者
徐慧玲）10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2019年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2019海南沙滩运
动嘉年华将于 10月 27 日至 12 月
29日在三亚主会场和海口、琼海、
万宁、昌江和乐东五个分会场举办
各类沙滩运动文娱活动163项，让

群众有更多机会体验丰富的沙滩运
动项目，感受多元的沙滩运动乐趣，
助力三亚举办2020年第六届亚洲
沙滩运动会。

据了解，本届沙滩运动嘉年华尝
试“体育+旅游”融合的产品创新，将
推出沙滩运动嘉年华主题乐园，升级

“体育+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促进旅

游周边衍生产品的创新；引入数据化
管理，市民游客可在线上提前预约排
队报名，为未来“体育+旅游”的融合
及产品多样化提供大数据基础。

据介绍，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
将通过一系列的沙滩嘉年华主题体
验和沙滩体育赛事推广沙滩运动，
聚焦海南体育旅游产品，引导各地

及行业协会开展各种文旅促消费活
动，不断满足市民游客多层次、多样
化的体育运动和旅游休闲需求，延
伸体育旅游产业链，加快海南旅游
消费提质升级。

2019年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由
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三亚市政
府共同主办。

2019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10月27日开幕

163项娱乐项目环岛联动

关注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

三亚组团赴多哈考察
首届世界沙滩运动会

本报三亚10月16日电（记者欧英才）10月
11日—16日，首届世界沙滩运动会（以下简称世
沙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海南日报记者从
三亚市相关部门获悉，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
运动会组委会（以下简称组委会）应邀参加此次活
动，就赛事运行及举办经验进行学习考察，为三亚
亚沙会的筹办汲取经验。

据悉，世沙会由国家和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
协会（以下简称国际奥协）主办，来自97个国家的
1237名运动员在6天时间内参加14个竞赛分项，
争夺350枚奖牌。

在多哈，亚沙会组委会副秘书长、亚沙委执
行副主任、三亚市副市长周俊带领下，组委会代
表团调研主赛场运营中心，前往世沙会卡塔尔、
加拉法海滩等主赛区，考察沙滩足球、沙滩排球
等赛事场地设置、组织管理及世沙会体育展示相
关工作，并与国际奥协相关部门对相关赛事设计
标准、规则等展开交流。

期间，组委会代表团还调研Edzan Hotel运
动员村，与国际奥协相关部门代表就赛事组织管
理、场馆建设、礼宾礼仪、后勤接待等内容进行座
谈，并相继考察运动员餐厅、媒体酒店及主媒体中
心，与赛事工作人员交流运营情况。

三亚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三亚将合理学
习多哈先进理念，借鉴其成功经验，助推亚沙会各
项筹备工作落实，确保为全亚洲献上一届融汇中
国特色、海南元素、三亚魅力的亚沙盛会。

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海口站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摄

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
海口站开拍

到南海博物馆
听海的故事

近日，游客在位于
琼海市潭门港的南海博
物馆参观。

据悉，南海博物馆
举办“‘时光穿梭机’忆
70载峥嵘岁月”“我和我
的祖国”儿童画展、大美
亚细亚——亚洲文明展
（海南）等活动，吸引大
批游人参观游览。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涉嫌受贿罪

三亚市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朱永盛被逮捕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李磊）海南日
报记者10月16日从省人民检察院获悉，海南省
三亚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朱永盛（副
厅级）涉嫌受贿一案，由海南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
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海南省人民检
察院第二分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朱永盛作出逮
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第十届“海创杯”海南创业大赛
10月18日决赛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李磊）
海南日报记者10月16日从省人力资源开
发局获悉，2019第十届“海创杯”海南创
业大赛决赛将于10月18日至19日在海
南大学举行。届时，150个省内外项目团
队将进行巅峰对决，角逐250万元奖金。

本届“海创杯”决赛分为省内企业
组、省外企业组、创意组、扶贫专项组
四个组，以路演的形式同步进行。决
赛创意组采用“路演+虚拟投资”的方
式进行评审，这是“海创杯”决赛首次
增设“虚拟投资”环节。

本届大赛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省教育厅、省扶贫工作办公室、
共青团海南省委、省妇女联合会主办，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