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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逢自贸时代 缔造品质生活
鸿洲集团旗下艇悦酒荟&微微薰酒吧盛大开业

今天，鸿洲名品公司
旗下艇悦酒荟连锁酒行、
微微薰 Tipsy House
Bar连锁酒吧在三亚海
天盛筵港鸿洲国际游艇
酒店盛大开业。作为鸿
洲集团旗下高端生活方
式服务商，鸿洲名品公司
以高端酒类品牌运营为
核心，此次连锁酒行、酒
吧的开业，进一步扩宽公
司在新零售酒类行业的
战略布局。

各界嘉宾集聚
名品缔造生活

据了解，开业仪式主办方邀请的百余
位嘉宾中，不乏海南政商界人士、鸿洲游
艇会会员、演艺界明星，鸿洲集团董事长
王大富受邀为开业仪式剪彩。除此之外，
开业活动中还加入了爵士乐队表演，无人
机表演、调酒表演以及颇具格调的雪茄持
灰比赛。

据鸿洲名品公司负责人廖洪波介绍：
“艇悦酒荟所销售酒类全部甄选于国际知
名酒类品牌公司和外国酒庄直采，具备完
整的厂商授权与销售资质；而微微薰酒吧
则是三亚一家专注单一麦芽威士忌及鸡
尾酒的品牌酒吧，我们完全能够满足客户

从休闲消遣、日常用酒到高端品鉴、私人
定制的全方位需求。”

鸿洲名品公司成立于 2018 年，依托
于鸿洲集团的强大资源，有效衔接品牌
厂家与客户需求，主要经营世界名品干
邑、混合威士忌、单一麦芽威士忌、名庄
及精品葡萄酒、香槟和起泡酒、精酿啤
酒、雪茄等产品。在未来的发展中，公司
还将不断整合自身优势资源，打造品牌
推广运营的新模式，力争成为酒类行业
优质品牌运营服务商。

紧跟免税红利
深耕招商运营

自今年7月1日起，海南离岛免税新政一
经实施便持续引发游客购物热情，其中酒类免
税品因折扣大、优惠多，而备受游客追捧。

试营业期间，名品公司持续优化运营理
念，紧跟离岛免税的风向。不断革新销售模
式，去掉中间商环节的同时，降低物流成本，
从而将商品价格降下去。前期名品公司着
力拓展市场，成为品牌独家代理，以确保免
税清单出台之时拥有更多主动权；未来名品
公司还将继续深化在免税试点的探索，不断
优化采购和营销渠道，让免税红利首先惠及
目标客户。

在过去的两年中，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
新技术产业成为海南着力发展的三大主导产
业，各级政府聚焦招商引资、引进人才，为全面
建设海南自贸港蓄力。作为本土旅游业和现
代服务业的代表企业，鸿洲集团更是积极配合
海南省招商工作，主动投身品牌招商与合作。
目前，全球三大洋酒公司：酩悦轩尼诗帝亚吉
欧集团、保乐力加（中国）、君度人头马，以及路
易十三、诗贝、宾·三得利、中粮集团中粮名庄
荟、塞尔维亚葡萄酒庄园、曼图（香港）国际酒

业、法国宝悦世家（中国）分公司、法国DIVA
酒业（中国分公司）等国际知名酒类集团已和
鸿洲名品公司建立合作。

躬逢自贸时代
革新产业布局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年初新冠疫
情在全球蔓延，海南加快复工复产，社会经济
快速从疫情中恢复。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向全球发布。随后受惠
于各项海南自贸港政策和全国范围内良好的
防疫态势，海南旅游和免税品消费呈现高速增
长趋势。

今年以来，鸿洲集团在稳固基本盘的前
提下，紧跟游艇产业发展趋势，作为行业老兵，
立足海天盛筵港国际游艇码头，积极投身海南
游艇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与此同时，鸿洲

集团在粤港澳大湾区投资的珠海桂山岛游艇
小镇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建设当中，该项目规划
建设400个游艇泊位，满足国际游艇旅游消费
的全链条要素。

鸿洲集团董事长、海天盛筵创办人王大
富先生表示：“非常感谢海南省各级领导多
年来对鸿洲各产业的支持，今年《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游艇产业的利好政
策相继出台，大大提振了我们对于游艇产业
的信心。经过三十年的发展，鸿洲已经成长
为集游艇、酒店、会展、复合地产开发为一体
的集团企业，从游艇到会展再到名品，我们
希望鸿洲所传达的品质生活理念能够进一
步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被更多
人认知和认可。与鸿洲国际游艇会和海天
盛筵一样，名品公司的发展初衷同样是出于
我们对优质生活方式的不断追求，鸿洲名品
公司的发展符合鸿洲的商业逻辑，进一步完
善了鸿洲的商业版图。”

会员权益：
1.艇悦酒荟会员出示会员卡可享受微微熏酒吧全场9.5折，女性会员可享受指定鸡尾酒买一送一（有效会

员卡，会员卡余额不低于100元），酒行会员卡不支持在酒吧结账。

2.艇悦酒荟会员可享受店内全部产品会员价格。

3.艇悦酒荟会员日每月5/15/25日中国精酿大跃啤酒（听装/生啤）8折优惠（早10:00-晚18:00）。

4.艇悦酒荟会员可享受店内鸡尾酒、奶茶、咖啡、果汁、下午茶全场8.8折优惠（早10:00-晚18:00）。

5.会员8次/月（按自然月统计）朋友圈分享艇悦酒荟公众号，可享免费中国大跃精酿啤酒半打或指定葡萄

酒一瓶（凭朋友圈发放记录到店内兑换，微信好友或粉丝不低于300人），截止2020年12月31日止。

会员权益：
1.会员日：每周一

2.会员在每周会员日（每周一）到店持会员卡消费，将会获得精

美果盘一份。

3.女性会员可享受指定鸡尾酒买一送一活动（每周四-周六）。

4.会员8次/月（按自然月统计）朋友圈/抖音媒体分享微微熏公

众号，可享免费精酿啤酒半打或葡萄酒套餐1份（凭朋友圈发放

记录到店内兑换，微信好友或i抖音粉丝不低于300人）。

艇悦酒荟开业充卡优惠

充值金额

399元

3000元

5000元

10000元

30000元

充值赠酒
仅限开业当天/店庆日

葡萄酒双支礼盒（法国.康堤克红标）

中国精酿啤酒.大跃香蕉小麦2箱（330ml)
葡萄酒.法国康堤克黑标：6瓶

中国精酿啤酒大跃香蕉小麦2箱（330ml)
苏格兰斯贝塞单一麦芽诗贝皇金精选 2瓶
西班牙葡萄酒.圣典圜绣球花6瓶

苏格兰斯贝塞单一麦芽诗贝15年2瓶
西班牙葡萄酒.圣典圜黑玫瑰6瓶

苏格兰斯贝塞单一麦芽威士忌诗贝御品 2瓶
名庄葡萄酒.龙船2瓶
雪茄精品套装1套

微微熏酒吧开业充卡优惠

充值金额

5000元

10000元

30000元

充值返现
仅限开业当天/店庆日

2000元

5000元

16000元 以上活动详情以现场咨询为准

微信客服：TIPSYHOUSE1 联系电话：0898-88202994 酒吧丨微微薰 Tipsy House 酒行丨艇悦酒荟 V-Spirit & Wine 地址：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鸿洲国际游艇酒店一楼

新华社郑州9月25日电（记者
任沁沁 李文哲）第35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25日下午在郑州大剧院举
行提名者表彰仪式。

本届百花奖入围影片共 189
部，经百名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
骨干影院经理初选产生10部候选
影片，又由全国广大电影观众投票
确定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各项
提名。终评将由101名观众评委在
26日晚颁奖典礼现场，以按表决器
的方式投票产生。

创办于1962年的大众电影百
花奖，是中国电影界的“观众奖”。
获得此次提名的10部影片，都是口
碑和票房俱佳的优秀作品，类型和

题材各异，展现了近两年我国电影
创作百花齐放的良好局面。

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
主席张宏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
的口碑，希望全体电影人珍惜老百
姓的口碑，为人民创作出更多精品
力作，无愧于时代。

表彰仪式上，《我不是药神》
《哪吒之魔童降世》《流浪地球》《我
和我的祖国》《少年的你》获最佳影
片提名；肖央、张译、张涵予、周润
发、黄晓明获最佳男主角提名，张
静初、周冬雨、章子怡、惠英红、谭
卓获最佳女主角提名；王传君、王
洛勇、井柏然、印小天、秦沛获最佳
男配角提名，冯文娟、曲尼次仁、杨

紫、吴越、袁泉获最佳女配角提名；
陈国辉、郭帆、曾国祥、饺子、陈凯
歌等获最佳导演提名；易烊千玺、
文牧野、张雅玫、张熙然、韩昊霖等
获最佳新人提名；于勇敢、饺子、林
咏琛、龚格尔、韩家女等获最佳编
剧提名。

75岁的演员秦沛表示，从业以
来，每个角色都尽心尽力去塑造，
唯此才能对得起演员这个职业的
荣耀。

大众电影百花奖与中国电影金
鸡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并称中国电
影三大奖。百花奖每两年举办一
届，一般于每年9月至10月于中国
各地申办城市举行颁奖典礼。

口碑和票房俱佳 类型和题材各异
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2020年全国沙滩排球精英赛福建平
潭站比赛近日收兵，站在男女组前3名领奖
台上的6对组合中，国家队占了5对。夺得
女子组季军的海南队林美媚和谢虹，是领
奖台上唯一地方队组合。海南沙排队教练

马京荣说，林美媚和谢虹夺得季
军属于超水平发挥，她俩还有
较大的潜力可挖。

林美媚和谢虹不但
是海南沙排队的优秀选
手，而且是国内女子沙
排界的后起之秀。她俩
都有“国字号”经历，今
年 23 岁的林美媚此前
一直在国家集训队训
练，谢虹则入选了国家
青年队。林美媚来自文
昌，身高1.87米，谢虹来
自乐东，身高 1.77 米。

在比赛中，林美媚主攻，谢虹主守。“这是她
俩第一次配对参加全国锦标赛，能在国家队
参赛的情况下获得季军，实属不易。”马京荣
说。文昌姑娘林美媚是我省培养出来的一
名少见的大个子球员。谢虹2011年11岁
时就来到省高级体校学习沙排。林美媚身
材高大、技术较为全面，谢虹的防守能力非
常突出，基本功扎实。马京荣说，在训练中
他刻意强化了林美媚、谢虹的对抗能力，让
她俩经常和省男子二队的队员打教学赛。

本次比赛是今年疫情后举行的第一次
全国比赛，包括国家队在内的各省市球队
悉数参加。林美媚和谢虹在比赛中表现较
为出色，输的两场比赛的对手都是国家队
组合。在和国家队的两场比赛中，林美媚
和谢虹发挥不错，比分“咬”得很紧。马京
荣说：“和冠军国家一队薛晨/王鑫鑫、亚军
国家二队王婧哲/温舒惠相比，林美媚和谢
虹在比赛经验和攻防转换方面，还有不小
的差距。”

后继乏人、球员身材偏矮是海南沙排

队的两个“短板”。经过这几年的埋头苦
练，海南沙排队的这两块“短板”不再短了。
林美媚和谢虹年龄都不大，林美媚1997年
出生，谢虹是“00”后球员。目前，海南沙排
队主打“青春牌”，队内年轻球员占多数。马
京荣曾是我省男子沙排队的一员猛将，但由
于沙排后继乏人，他坚持打了好多年后才退
役。4年前，在海南体职院校领导的支持下，
马京荣和他的伙伴们开始狠抓我省沙排后
备人才培养。马京荣说，他们基本走遍了海
南的每一个市县，只要有好的沙排苗子，他
们一定不会“放过”。现在，省沙排队有近30
人，分为一队、二队和青少年队。

此前在国内沙排界，海南队员身材不高，
只能依靠小快灵的技战术，和高大的对手周
旋。虽然海南沙排队队员技术细腻、勇于拼
搏，但毕竟“网口”不占优势，比赛时打得很辛
苦。现在，马京荣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海南
沙排队中冒出了几名身高超过1.90米的本土
选手，最高的身高达到了1.98米。

（本报海口9月25日讯）

林美媚和谢虹组合勇夺全国沙滩排球精英赛平潭站季军——

海南沙排两块短板不再短

电影《夺冠》
展现女排精神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由陈可
辛执导，巩俐、黄渤、吴刚、中国女子
排球队等主演的电影《夺冠》（原名
《中国女排》）25日起在全国上映。
影片回溯了中国女排40年的风雨征
程，展现出时代变化中“祖国至上、团
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
精神。

据影片编剧张冀介绍，影片通过
一支运动队、两个人、三代不同女排姑
娘的塑造，讲述了一个长时间跨度的
中国故事。影片着重刻画了中国女排
40年训练状态的改变。20世纪80年
代女排在艰苦条件下挥洒汗水，新一
代女排训练设备更加先进，训练模式
更加科学，在三代功勋教练的领导下，
中国女排始终向着“升国旗、奏国歌”
的目标大步迈进。

海上交响音乐会陵水奏响
本报椰林9月25日电（记者尤梦瑜）阔别已

久，9月25日晚，海南省华韵乐团在位于陵水黎
族自治县的雅居乐海上艺术中心为乐迷们带来

“依旧一起”海上交响音乐会，献上10余首曲目
与观众共享音乐之夜。

当晚音乐会由指挥家张德美、林道璟执棒指
挥，乐团为观众们带来了管弦乐《红旗颂》《第二
圆舞曲》《织网、丰收》以及弦乐合奏《情深谊
长》、木管重奏《游击队歌》、铜管重奏《欢庆舞
曲》等，此外，乐团还为乐迷们演奏了音乐剧
《猫》的主题曲《回忆》以及《月亮代表我的心》等
一首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曲目。

2020海南沙滩运动
嘉年华10月1日启动

本报讯 9月25日下午，由海南省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厅主办的海南旅游和文化线上推介会在
海口举行。2020年海南沙滩运动嘉年华作为此次
推介会重点推介的体育旅游项目。

该活动将于2020年10月1日-2021年1月
3日举行，从海口、万宁、昌江、陵水、文昌和三亚
六个环岛滨海市县推出系列沙滩题材体育赛事活
动，以“活力、极限、智慧、悦跑、欢跃、乐活”实现

“六个城市，六大主题，一城一品一特色”活动格
局，并配套开幕式、闭幕式和2020第二届海岛沙
滩运动及旅游发展高峰论坛等活动。在六大主题
活动期间还将推出相关的体育旅游线路，让群众
有更多机会体验丰富的沙滩运动项目。 （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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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客场球门“缩水”
穆里尼奥笑称以为自己长高

据新华社伦敦9月25日电（记者张薇）英超
热刺24日客场对阵斯肯迪亚的欧罗巴联赛资格
赛赛前，热刺敏锐地发现球门尺寸“缩水”。热刺
主帅穆里尼奥笑称，还以为自己长个儿了。

这场比赛以热刺3:1胜出结束。比赛结果很
平常，穆里尼奥赛后则分享了一个不太寻常的“花
絮”，表示门将哈特和洛里斯在赛前热身时都发觉
球门尺寸不对头。

“赛前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我的门将们告
诉我球门有点小。然后我自己去检查了一下，发
现果然如此。”穆帅说。

穆帅表示，他们立即找到一位欧足联代表，对
方拿尺子一量，确认球门矮了5厘米，而且是两边球
门都矮了5厘米。不过，斯肯迪亚队对于球门的尺
寸问题毫不知情。因为当晚的比赛地并非他们的主
场，他们的主场压根没达到欧足联的比赛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