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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回码头
时，注意观察码头附
近有无障碍物……”
近日，在三亚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与海南美安游艇培
训学校联合开办的
游艇驾驶员培训班
上，三亚市天涯区黑
土村村民董上乐跟
着教练学习游艇加
速、变向、高速定向
航行等技术。与董
上乐一同参加培训
的，还有19名学员，
通过考试评估后，他
们将成为三亚游艇
业的“新司机”。

近年来，游艇旅
游消费逐渐从高端
走向大众，“游”进寻
常百姓家。随着海
南自贸港建设蓬勃
展开，一系列扶持邮
轮游艇产业改革发
展的政策相继落地
生效，不仅为游艇产
业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也让游艇驾驶员
培训悄然走俏，“船
长”成为热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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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永远跟党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海南省百场文化惠民活动

中国广播艺术团相声剧《正月里正月正》
—以戏剧的形式展示相声的精华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省艺术研究所

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央广华夏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中国广播艺术团
演出时间：2021年12月12日、13日 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价：甲等180元 乙等120元 丙等9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21年11月23日至12月13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处或微信平台、大麦网APP

永远跟党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海南省百场文化惠民活动

国家京剧院 京剧《满江红》京剧《穆桂英挂帅》
—经典京剧剧目

主办单位：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海南省艺术研究所

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国家京剧院一团
演出时间：《满江红》2021年12月1日20:00

《穆桂英挂帅》2021年12月2日20:00
演出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68号）
票价：甲等180元 乙等120元 丙等90元
售票热线：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2021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
售票地点：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处或微信平台、大麦网APP

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11

月26日00:00－04:00分别对2G、3G网络系统进行

优化。届时，系统优化地区的2G、3G用户无线上网业

务使用将受短时影响。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1年11月

26日00:00—06：00对中兴ITV平台设备进行升级优

化。优化期间，对部分客户观看电信电视有短时影

响。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1年11月25日

首丹雅苑二期项目位于红城湖路北侧，项目于2020年3月通
过规划许可。现建设单位申请将3#、5#楼首层局部功能调整为商
业，3#楼二至十七层调整设备管井布置、第二层屋顶绿化布局，第
十八层局部功能调整为住宅，5#楼建筑层数由16层调整为17层，
建筑高度相应调整为53.49米，规划指标符合规划条件。为广泛
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
间：10个工作日（2021年11月25日至12月08日）。2、公示地
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

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2）书面意见
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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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周瑞云。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1月2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首丹雅苑二期项目变更方案规划公示启事海资规城设〔2021〕835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2021)琼01执2874号、2875号

本院立案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潘洁、余德清与被执行人海南嘉汇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海南仲裁委员会作出(2018)
海仲字第1130号和1129号裁决书，(2018)海仲字第1130号裁决书第
二项内容为:海南嘉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应自本裁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协助潘洁将位于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东侧都市嘉汇B单元
804号房屋的不动产权办理登记至潘洁名下; (2018)海仲字第1129
号裁决书第二项内容为:海南嘉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应自本裁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协助余德清将位于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东侧都市
嘉汇B单元904号房屋的不动产权办理登记至余德清名下。因被执行
人海南嘉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未履行上述裁决书确定的义务，现本院
拟按照(2018)海仲字第1130号和1129号裁决书的内容将位于海南
省海口市人民大道东侧都市嘉汇B单元804号和B单元904号房屋不
动产权分别办理登记至潘洁、余德清名下。如案外人对上述财产权属
有异议，应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并附相
应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对上述财产依法处置。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关于召开海南金轮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各位股东:根据公司股东请求，本公司董事会定于2021年12月11
日9时30分，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海路19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召开2021年临时股东大会，现公告如下:一、会议时间：2021年12
月11日9时30分。二、会议地点：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省海口市秀英区兴海路19号)四楼会议室。三、会议形式：现场会
议。四、出席会议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五、
会议审议议题:1.撤销2021年4月30日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议案。2.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3.选举新一
届董事会、监事会的议案。六、其他事项：1.凡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
托代理人凭营业执照、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有效持股凭证到
本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及参加本次会议。2.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
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3. 会务联系人:任先生，电话：0898-
36680615/13876830129。特此公告。
海南金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海口市海秀大道金海大院4套房产
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8HN0196-2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分别转让位于海口市海秀大道

167号金海大院4套房产，建筑面积为83.98㎡至107.85㎡不
等，挂牌价为55.26万元至70.96万元不等。公告期：2021年
11月25日至2021年12月8日。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zw.hainan.gov.
cn/ggzy）查询。

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
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26（郭先生）、66558023（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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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25日

海口市向荣路10号约39.39亩工业用地
整体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11HN0284
受委托，按现状对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向荣路10号金城·天鹅

湖项目东侧工业用地整体招租，招租面积为26262.31m2（约
39.39亩），挂牌价格为94.55万元/首年年租金。土地租赁期限5
年，最高报价作为首年年租金,以后每年租金递增3%。公告期：
2021年11月24日-2021年12月8日。标的详情请登录海南产
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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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李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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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月24日

廖民生认为，《三亚市游艇驾驶员
培训工作实施方案》受惠人群指向性
明显，将有效解决脱贫劳动力、失海渔
民等重点人群的就业问题，具有显著
社会效应。“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游艇
行业对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服务能
力有一定的要求，这也是未来受训人
员将面临的挑战。”

海南美安游艇培训学校负责人于
世杰从业十余年，在他看来，与国内其
他发展游艇产业的城市相比，三亚“船
长”从拿证到上岗周期短，优势明显。

“学员取得驾驶证后，并不能立即驾驶
游艇出海。何时能真正当上‘船长’，
取决于见习期间的游艇驾驶熟练程
度。”于世杰介绍，在三亚，游艇全年都
可出海，出船率高，船员实操机会多，
从水手到船长仅需半年至一年的时
间，其他城市则需2年至4年不等。

除了多项利好政策加持和区位
优势，三亚海事部门创新推出的政务
服务举措，也为游艇产业发展提质增
速添了一把火。近年来，三亚海事局
开展游艇船舶证书“多证合一”改革试
点，首次对游艇实施船舶证书“多证合
一”，让游艇从完成权属转让到真正能

“游”起来所需时间大幅度压减，有利
于更多游艇在三亚完成交易，促进产
业集聚，为游艇产业改革发展创新试
验区建设奠定基础。

廖民生分析，目前，海南省游艇产
业主要以中游的销售及消费为主，游
艇销售和消费已形成一定的市场规
模，从业人员规模的扩大将有效缓解
行业人才缺口；从业人员的增多、市场
竞争的加剧，也有利于从业人员整体
素质的提升，促进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海南的游艇旅游行业健康
发展。

（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

“‘金牌驾驶员’月收入可达2
万至3万元。”三亚航空旅游职业
学院学生郑力梁同样看好海南游
艇市场发展前景，和家人商量后，
也加入游艇驾驶证“赶考”队伍中。

三亚海事局船员处副处长胡洪
标透露，2020年受疫情影响，三亚游
艇驾驶员培训停滞了一段时间，但
全年依然开展培训46期，培训总人
数624人。“今年，截至9月底，三亚
已开展培训59期，培训总人数1092
人。”胡洪标说，游艇驾驶证培训成
为三亚游艇产业的热门项目。

截至目前，我省游艇驾驶员培
训机构共4家，其中三亚3家、陵水
1家。三亚共颁发游艇驾驶证合计
近5000本，且每年以近700人次
的速度增长。嗅到了游艇市场发
展的潜力，今年2月，三亚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三亚市
游艇驾驶员培训工作实施方案》，
计划在5年内培训逾1500名“船
长”，符合条件的学员经培训合格

并取得游艇驾驶证后，每人最高补
贴1万元，着力打造全省游艇帆船
驾驶员培训品牌。

三亚市天涯区海坡村村民王
丕明是三亚人社局组织开展的首
期游艇驾驶员培训班学员。“祖祖
辈辈靠打鱼为生，船就是我们的

‘双脚’。”王丕明说，“洗脚上岸”
后，他到超市、工地打过零工，收入
不稳定，也总觉得不如在海上自
在，“再次回到熟悉的海上，我有信
心成为一名合格的游艇驾驶员。”

海南美安游艇培训学校教练
凤禹介绍，游艇驾照考试比汽车驾
照考试还要严格，除了理论考试，还
要考验学员的近岸海上实操，主要
包括靠离码头、蛇航绕标、锚泊作
业、基本急救、常用绳结打法等11
项内容。“培训采取理论学习与实际
操作相结合的方式，除了讲解技术
规范、操作技巧及注意事项，还会开
展技能演练、技术比赛、模拟考试
等，提高教学质量。”凤禹说。

政务服务“添柴旺火”
为游艇产业改革发展创新试验区

建设奠定基础

今年1至7月

三亚游艇出海总艘次 11.7万次

占海南全省94%
出海总人次77.7万次

占海南全省92%

今年截至9月底

三亚已开展培训59期

培训总人数 1092人

今年1月至9月底

三亚游艇保有量为863艘

新增登记游艇221艘
较2020年同比增长 179.7%

截至目前我省游艇驾培机构

共4家
其中 三亚3家 陵水 1家

11月20日18时许，在三亚
鸿洲国际游艇会码头，一艘艘满
载游客的游艇伴着落日余晖陆续
回港。送走当天最后一波乘船出
海的游客，打扫清洗船体，三亚赫
拉游艇俱乐部游艇驾驶员羊壮科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中专毕业后，这位“00后”儋
州小伙羊壮科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实现从“月光族”到月薪过万
的转变，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从干了几年销售的岗位离
职，花费将近4个月的工资报考
A2F二等游艇和帆船证，羊壮科
并非一时冲动。“如今，坐游艇出
海是很多游客来三亚必‘打卡’的
项目，市场火爆，游艇数量也逐渐
增多，需要大量的从业人员。”羊
壮科说，他今年4月考取了游艇
驾驶证，经过近半年的跟船学习，
今年9月正式“出师”，“高峰期
时，一天出海至少3趟，平均每个
月有1万元至1.2万元的收入。”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特聘
顾问胡笑铭介绍，海南自贸港大
力发展邮轮游艇产业，政策红利
让游艇旅游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产业发展迅猛，最直观的
体现是游艇登记数量的变化。

“今年 1月至 9月底，三亚游艇

保有量为863艘，新增登记游艇
221 艘 ，较 2020 年 同 比 增 长
179.7%。”三亚海事局船舶处副
处长向简讯说。

三亚正手浪尾波俱乐部成
立于 2018 年，创始人杰克（化
名）在热潮之下迅速入场。“俱乐
部成立之初只有1艘造浪艇，现
在增加到15艘，今年5月在海口
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博览
会上，我们一口气订购了10艘
造浪艇，还是难以满足市场需
求。”杰克说，游艇数量的激增让
企业对从业人员有了更大的需
求，但经验丰富、综合能力强的
游艇驾驶员仍是“一员难求”。

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副校
长、海南自由贸易港邮轮游艇研
究基地主任廖民生看来，海南游
艇产业的发展经历了3大发展
期，分别是2008年至2012年的
起步及高速增长期，2013 年至
2017 年的稳定发展期，以及
2018年以来的新一轮快速发展
期。他认为，随着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深入推进与国内消费“内循
环”的发展，加之先天区位、政策
等多重优势显著，海南游艇产业
发展潜力巨大，未来3年至5年
内将呈现稳步高速的发展态势。

游艇登记数量猛增
经验丰富、综合能力突出的驾驶员“一员难求”

A

争相打造培训品牌
市场供需两旺，为渔民“洗脚上岸”提供新机遇B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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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养成记》

文案:魏燕 拍摄:武威
剪辑:吴文惠 配音:郭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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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们在三亚湾海域进行游艇锚泊实操学习。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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