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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产业聚集

三亚着力打造亚太游艇之都
辛普森游艇（三亚）有限公司
游艇销量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倍

三亚游艇销售火热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辛普森游艇（三亚）有限

公司游艇销量，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近4倍。近
日，该公司销售总监、在海南从事游艇行业十年的
马洪娟说，海南游艇产业春天来了。

辛普森游艇公司于1984年在香港成立，是亚
洲领先的游艇交易、维修、管理及租赁公司，是意
大利超级游艇圣劳伦佐、法国博纳多、法国蓝高、
英国豪华游艇菲尔兰等国际知名游艇帆船品牌的
亚洲代理商。

马洪娟说，为把更多国际游艇更快引进海南，
为海南游艇产业提供更好的服务，辛普森游艇公
司在三亚设立分公司已有十年，在此基础上，去年
进一步在三亚中央商务区设立子公司，成立辛普
森游艇（三亚）有限公司，今年的发展势头证明公
司去年的决策是正确的。

今年以来，《三亚中央商务区关于加快游艇产
业发展的实施细则》《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船舶条
例》《海南省游艇租赁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
等利好产业政策频频发布，全国首艘临时国籍登
记、首艘多证合一、首单入境免担保及首票零关税
交易等游艇行业制度创新案例相继在三亚产生。

三亚加快建设
国际游艇交易中心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为推动游艇全产业链
发展，三亚加快海南国际游艇交易中心建设，预计
明年7月投入使用。

今年9月开始，三亚南边海进入施工阶段。
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建设的是海南国际游艇交
易中心，三个多月完成投资近4000万元，明年这
里将耸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游艇交易中心。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海
南国际游艇交易中心具备多种功能。展示宣传功
能：有4000多平方米专业室内展示中心，为游艇
经销商家提供产品展示及发布空间。经营交易功
能；拟引入游艇、零配件、水上运动产品厂商亚洲销
售公司或亚太区一级代理商不低于20家，并提供
游艇交易涉及的登记、金融、保险等窗口服务。休
闲娱乐功能：打造滨海风情街，引入时尚餐饮，营造
滨海亲水餐饮氛围，建设疍家文化网红打卡点等。

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国际游艇交易中心突出游
艇文化宣传普及，专门设立游艇文化中心，支持有产
业带动效应的公益性机构、研讨会、发布会及游艇设
计交流等活动，开辟航海文化展示厅，引入游艇审图
服务、设计服务、研发服务以及创投服务等机构。

广告·热线：66810888

2021年海南最美农民工名单公示
为进一步弘扬农民工敬业爱岗、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展示新时代农民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营造尊重、关

心、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海南省总工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文明办、海南广播电视总台、海南日报社联合开展寻

找2021年海南最美农民工活动，现将评选结果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2021年海南最美农民工名单（20名）
陆明波 三亚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驾驶员

王和奋 澄迈县美源会馆英棒造型任高级美发总监

符秋兰 临高县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调度主管

陈丽珍 海口市京环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水域中心主任

杨国斋 琼海胜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经理

林道波 海南明珠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工程部任经理助理

蒋兴伟 中交二航局建筑有限公司项目副经理

孙育兵 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主管、副经理

陈可标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

冯发姑 海南吉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妇女联合会主席

汪小莉 海南省保亭县三道镇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王在凡 海南省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省道S203铺文线铺前至宋氏祖居段改建工程项目经理部

米伟立 中建八局三亚崖州湾南繁科技城安置区项目任机械主管

符朝纲 琼中鑫祥发汽车服务中心担任机修组组长及技术负责人

张熙松 海南达川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孙荣爱 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岐社区居委会网格员

陈海洲 三亚天行集团出租车驾驶员

高国姻 中石油东方友谊加油站核算员

谢阳亮 黄竹道班任道班班长

陈正平 儋州湾自然保护区护林员

2021年海南最美农民工提名奖名单（10名）
符英妹 海南启洁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环卫工人

洪丽花 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青安橡胶分公司8队胶工

邢海召 五指山市毛道乡卫生院乡毛卓村委会卫生室乡村医生

黄素芬 海南天涯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客服

杨春兰 海南欧兰德农业高科发展有限公司食堂后厨工

王秋应 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生产部生产长

黄德元 中建三局海南分公司钢架施工队长

张德能 海南爱之泉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护工

符风棠 光大环保能源（儋州）有限公司的物业公司保安队长

潘建国 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

公示期限为：2021年12月15日至19日，共5天。

如对上述公示名单有异议，请及时反馈海南省总工会基层工作部。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江路72号劳模大厦603室，联系电话：(0898)66553689。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24日10:00在海口市蓝天路金银岛
大酒店六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参考价：25000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
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2021年12月22日17：00（以保证金到

账为准）；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址：见报之日起至2021年12月22日止，于

标的所在地。
办理竞买手续时间：竞买人于2021年12月22日17：00前到我

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逾期将不再办理竞买手续）；
保证金及成交款缴纳账户：
户名：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
开户行：中国银行海口市龙珠支行；账号：2662 5618 7476。
缴款用途处须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如代缴需注明代某某

交款）、第20211224期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三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位

于三亚市吉阳镇（现为吉阳区）吉阳大道面积为35238.19m2的工业
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建筑面积为3600.12m2建筑物；2、本
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3、三
亚纨美海洋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具有优先购买权，请在公告规
定时间内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4、根据
2020年6月发布的《三亚市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信息创意产业
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上述工业用地现规划为商住混合用地，竞买
人应到相关部门自行核实了解（本条信息来源于三亚市人民政府
官网，网址：http://www.sanya.gov.cn/sanyasite/jhgh/202006/
5b818cdb4f354802980aa885e15c8c30.shtml）。

公司地址：海口市龙华路23号金都大厦C635
电话：0898-65323940 18976212356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6日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211224期）

拟确权为国有土地的宗地位于海口市椰海大道与中山南路交
汇处西南侧，第一宗土地四至为东至海南现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南
至海南现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西至中山南路，北至椰海大道，土地
面积为1172.28平方米，第二宗土地四至为东至海南现代地产控股
有限公司，南至海南现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西至中山南路，北至海
南现代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土地面积为1057.12平方米。如对上述
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于登报之日起15日内向我局琼山分局提交书
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办理土地相关手续。

联系人:李永新，电话:65860290。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3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国有土地确权征询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琼山〔2021]337号

拟确认权属的宗地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甸岛福安上村碧海大

道东侧，宗地四至为∶东至横沟河、南至碧海大道护坡、西至碧海大

道、北至福安上村民小组用地，土地面积为8010.77平方米，属国有

土地。宗地现状为种植树林及鱼塘。拟将该宗地使用权确权给海

口市美兰区海甸街道福安上村民小组。现对该宗地权属征询异议，

如对上述宗地权属有异议者，请自通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局

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我局将依法给予权利人办理确认

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手续。

特此通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12月9日

海资规美兰【2021】495号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土地确权征询异议的通告

2021年6月1日，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海
南平安投资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三亚华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榆公司）提出的强制清算申请。根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由立信
长江（海南）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刘富超、麦日磊、周海涛等组
成清算组，刘富超担任清算组组长，依法负责对被申请人的强制清算工
作。现清算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就强制清算事宜公告如下：

一、华榆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
债权。申报债权应书面明确债权数额、有无担保等情况并提供相关
证据材料。逾期申报债权的，自行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二、华榆公司
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
或返回财产。逾期清偿或返还的，清算组将采取进一步的法律行
动。三、清算组办公地址：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三亚山·水三千D栋1
层，联系人：刘富超，联系电话：13976783019。特此公告！

三亚华榆实业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1年12月15日

强制清算公告 海南融商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12月28日8:30至2021年12月29日

10:30（延时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s://hgjg.jd.com/#/
two/7145）在线公开按现状：对周岳进等人涉黑组织涉案财产中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种植物等进行无底价拍卖。

以上标的具体情况详见京东网拍卖平台上所列清单及详情。有
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平台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并按清单要
求支付竞买保证金。竞买人需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
《竞买须知》和其他相关规定后报名参与竞买。此次拍卖标的是依法
判决没收、折抵罚金财产，委托方及拍卖人对其品质、真伪、瑕疵不做
任何担保。

标的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开始前一天止（节假日除外）
标的展示地址：标的物所在地展示。
咨询电话：0898-68551218 、18689812120、13337624167
咨询地址：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国机中洋公馆1B802房

受委托，定于2021年12月22日10时至2021年12月23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3.cn/50YBn-z）上公开拍卖
标的：1、海口家乐福购物卡3张；2、手机32部；3、丰田、英菲尼迪、捷
达、起亚车各一辆。有意竞买者请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实名认
证，并认真阅读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报名参与。

一、看样：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2月21日17:00时前在
标的所在地预约展示。

二、上述标的均以现状净价拍卖，车辆过户税、费及有可能产生
的其他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

咨询报名通道一：0898-31982239 通道二：138763364266 通
道三：15120880606

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贸大道申亚大厦2003室
详细内容可关注“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并进入→

下方中央“罚没黑财”→点击可选分项→进入分项标的介绍→拉到底
部点击“阅读原文”→进入平台电子竞价页面；也可直接进入京东首页
搜索：海南长江拍卖公司-进入查看。

海南长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11215期）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通讯员 林诗婷

“今年我们游艇销量同比增长近4倍。”12月12日，辛普森游艇（三
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马洪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销售的游艇从几十万
元的快艇到数千万元的豪华游艇都有。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在三亚中央商务区设立游艇产业改革发展
创新试验区，全球游艇产业优质资源加快向三亚聚集。

三亚游艇呈全产业链
发展新态势

11月19日，1艘造浪艇下水；11
月28日，1艘造浪艇下水；12月1日，
2艘造浪艇下水……近日，海南日报
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进入11月，三
亚造浪艇扎堆下水。

三亚正手浪尾波俱乐部创始人杰
克（Jack）说，由尾波冲浪带火的造浪
艇产业在三亚呈现爆发式发展。

今年初，三亚造浪艇保有量不到
20艘，而现在，三亚造浪艇保有量已
经突破80艘。

三亚是全省游艇发展重点地区。
据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截至10月底，
全省共登记游艇1217艘，其中三亚登
记游艇807艘，占全省66.31%；全省
游艇出海累计98.77万人次，其中三
亚出海人次累计90.43万人次，占全
省91%。

三亚今年推出《三亚市海域使用
详细规划》《三亚市水上旅游项目促
进和管理办法》《三亚市潜水旅游服
务规范》《三亚市冲浪旅游服务规范》
等制度性规范文件为水上运动及娱
乐保驾护航，建成游艇旅游综合服务
平台，为游艇监管提供智能化手段和
系统性规范，推动游艇等海上旅游高
质量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游艇专业勘验和
游艇专业鉴证在三亚实现突破，一举
打通长期制约游艇交易流转的堵点，
大幅提高游艇交易效率和质量，加快
三亚游艇交易市场的形成。此外，游

艇专业人才认定在三亚取得突破，加
速游艇人才向三亚聚集。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三亚游艇
产业全球关注，发展势头日新月异。”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特聘顾问胡笑
铭说，三亚游艇产业发展，以前亮点在
游艇旅游，现在则是全产业链成长，三
亚中央商务区今年招商落地的游艇研
发、设计、交易、赛事等相关企业超过
30家，显示三亚游艇向全产业链发展
迈进。

建设游艇产业改革发
展创新试验区

凭借独特的气候及水域优势、联
通中国东南沿海诸省和东南亚诸国的
地利，以及游艇产业发展良好态势，三
亚成为中国游艇产业发展风向标。海
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设立游艇产业改
革发展创新试验区，三亚崛起成为全
国游艇产业发展高地。

据分析，加快游艇产业聚集发展，
三亚拥有三大优势：

一是产业优势明显。三亚游艇产
业发展10余年，形成包括驾驶培训、
托管办证、进出境服务、游艇租赁、游
艇销售、码头停泊、维修保养、赛事展
会等丰富的产业链条，建成水上泊位
869个，游艇保有量超过800艘。

二是市场潜力巨大。中国交通运
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研究，人均GDP
超过10000美元是游艇经济进入高
速发展阶段重要标志。目前，我国人
均GDP已连续两年超过10000美元，
游艇产业初具进入快速发展期的消费

力基础。统计显示，2020年海南全省
游艇出海游客75万人次，其中三亚出
海游客72万人次，占全省96%。

三是政策频频赋能。随着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不断推进，支持游艇产
业发展的政策相继落地，赋予三亚游
艇产业发展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发
展空间。全国首艘临时国籍登记、首
艘多证合一、首单入境免担保及首票
零关税交易等游艇行业制度创新案例
相继在三亚产生。

三亚打造亚太地区游
艇之都

建设游艇产业改革发展创新试验

区，三亚如何加快游艇产业发展？
三亚中央商务区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推动“以下游促中游”“以中游
聚上游”协同发力，力争到2025年形
成以设计、交易、消费、娱乐、供给为
主，联动岛内外游艇制造业形成较为
完善的产业链条，游艇产业总规模力
争达到100亿元。

推动游艇产业聚集，三亚中央商
务区出台《三亚中央商务区关于加快
游艇产业发展的实施细则》，填补海南
游艇产业专项奖补政策空白；构建游
艇交易平台，注册海南国际游艇交易
有限公司，建设高效的游艇交易一二
级市场，力争到2023年交易额突破
20亿元。利用游艇交易和消费带来

的机遇，拉动游艇设计、绿色能源、3D
打印等产业链条企业聚集，进一步带
动文化艺术、奢侈品、绿色旅游等相关
高端业态集聚三亚。

据了解，着眼打造亚太游艇之
都，三亚计划建设海南国际游艇中
心、南边海国际游艇码头、三亚游艇
创新服务综合体等8个重点项目，擦
亮海天盛筵、海南国际游艇设计大
赛、摩纳哥新能源游艇大赛（中国区）
等6个品牌，补齐三亚游艇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链条较短、海洋
文化渗透不够等短板，把三亚建成亚
太地区游艇交易中心、消费中心和绿
色科技中心。

（本报三亚12月14日电）

俯瞰三亚鸿洲游艇码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