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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罗
霞）产品上新、主题推广、优惠酬宾
……海南日报记者9月28日从我省
商务部门及一些商家获悉，“十一”长
假期间，我省商家在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将采取系列措施，通过丰
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大力度的优惠促
销，活跃消费市场。

为保障节日期间市场供应，我
省充分发挥重点保供生产流通企业
骨干作用，结合假期消费特点，丰富
商品种类，拓宽货源渠道，线上线下

共同发力。各地商家纷纷做好商品
备货等工作，确保节日期间生活必
需品市场供应，满足群众节庆生活
需要。

“十一”期间，我省5家免税经营
主体旗下的10家离岛免税店将从推
出新品精品、开展大力度促销活动、
丰富节庆购物活动体验、打造沉浸式
购物场景等多方面入手，多措并举激
发离岛免税消费热情。

中免集团旗下离岛免税店近期
引进了一批奢侈品品牌，为消费者

提供更多离岛免税消费选择，“十
一”期间将在香化、时尚品、手表首
饰、酒水等方面推出系列优惠促销
活动。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将启
动“遇见GDF·国庆免税购物季”，
到店有礼、爆品低价秒杀、直播专
享购、品牌沙龙等活动将举行。三
亚海旅免税城多品类精品折扣力
度大，叠加使用无门槛现金券包和
银行满减券。中服三亚国际免税
购物公园将推出“大牌香化超值闪
购”“微醺佳品邀您品尝”“1 元当

100 元花”以及线上盲盒等活动。
深免海口观澜湖免税城将推出的
国庆特别促销活动中，除产品促销
外，到店顾客可享受品牌美容顾问
彩妆服务、到各大酒水品牌旗舰店
试饮特调佳酿、打卡快闪店免费领
限定芍药丝巾等。

海口望海国际广场“十一”期间
将推出主题营销活动，服饰类、化妆
类、钟表类、家电类等将全面开展促
销，其中家电类最低6折。此外，亲
子手绘气球等活动将举行。为了提

升顾客购物体验，“望海到家”新版
小程序将升级上线，并推出系列优
惠活动。

海口友谊阳光城诸多品牌将推
出优惠活动，包括蔚来电动汽车、潮
流童装IPW等24个新入驻品牌，一
些品牌店为海南首店。

家乐福、大润发、旺豪等我省一
些超市积极做好保供稳价工作，其中
海口家乐福加大商品备货力度，并推
出“满100返100元券”等活动，活跃

“十一”消费市场。

“十一”期间海南商家将推出系列促消费活动

活动精彩纷呈 市场惊喜不断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见习记
者刘晓惠）国庆黄金周临近，多个旅
游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本地游、周边游依然是
这个假期主流旅游方式。我省多个
景区陆续针对海南本地居民推出岛
民专属优惠，吸引市民游览“家门
口”的好风景。

国庆期间，海南富力海洋欢乐
世界推出198元的岛民专享双园特
惠票，还举办“潮集全家总动员”“尖
叫挑战赛”“穿越古今变装秀”等7项
主题活动；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
园推出海南本地居民提前预订享受
专属产品5折优惠，158元可享门车
票以及雨林飞漂游玩项目；10月1

日到12月31日期间，儋州市民、在
儋州的工作人员，可通过线上线下
预约免费游玩儋州云舍松涛，乘坐
游园观光车，享受山顶咖啡，游玩农
场……

“受疫情影响，长途游、跨省游
受到限制，‘本地人游本地’逐渐成
主流，考虑本地人旅游周期更短、碎
片化出游需求更为突出，所以我们
针对海南居民推出5折优惠，不断
丰富园区旅游资源，吸引没来过的
游客入园，来过了的游客也可以做
到常来常新。”三亚亚龙湾森林公园
工作人员黄庆优说。

从消费模式上看，今年国庆黄
金周本地旅游消费得到进一步释

放，这也倒逼旅游产品推陈出新。
海南旅品惠国际旅行社总经理张惟
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往年国庆假
期旅行社都会接待不少外地的旅行
团，但今年受疫情影响成团几率小，
旅行社便转变战略，提供预订业务、
自由行套餐等服务。

“我们在电商平台推出多条自
由行路线，这些路线的特点主要是
短途、包含特色项目以及特色餐
饮，比较受年轻人欢迎。”张惟惟
说，这几年，本地游周边游成为主
流旅行方式，旅行社也在不断转换
思路，只有不断挖掘好本地旅游资
源，才能为本地游客呈现更好的旅
游“预制菜”。

海口市旅行社协会秘书长麦伟
文表示，在疫情影响下，长线旅游市
场受阻，开拓本地市场才能实现“两
条腿走路”。为了带动海口旅游消
费升级，该协会将发挥平台优势，围
绕“海南人游海口新生活”主题，策
划推出亲子研学、都市休闲、美景美
食等主题旅游线路。

面对各景区、酒店推出的各类
旅游“优惠大餐”，三亚导游何雪枫
认为，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游客，可以
趁此机会提前“囤货”，“疫情过后，
为了复苏旅游市场，许多旅游企业
都会以大力度的优惠吸引游客。想
旅游的市民可以提前做好攻略，用
好优惠政策。”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周晓梦）9
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cdf海口国际免
税城获悉，“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将于10月28日开业。依
托中免集团自身的品牌号召力、优质的运
营实力以及良好的市场口碑，已有超过
800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确认入驻海口国
际免税城，包括众多填补国内空白的“首
店”“独家”品牌届时将与广大消费者见面。

cdf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紧邻海口重
要的交通枢纽新海港，是以免税商业为流
量入口，“免税+文旅”双轮驱动的旅游零售
综合体。整个项目总建筑面积93万平方
米，由六个地块组成，涵盖免税商业、有税
商业、高档办公、高端酒店、人才社区等多
种业态，满足商旅休闲、度假居住、办公艺
展等复合功能，致力于打造全球首个免税
商业文旅休闲目的地。其中，位于地块五
的cdf海口国际免税城建筑面积28万平方
米，建成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单体免税店。

cdf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悦免税 越自
在”为口号，引进众多国际和国内优秀品
牌，包含众多世界知名的免税零售品牌，
顶级视效团队WETA独家定制的AURA
天际秘林主题中庭，集丰富多元的零售、
餐饮为一体的复合业态创新体验，特色尊
享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等，众多亮点将
为消费者持续创造惊喜。

世界最大单体免税店10月28日开业
众多国内外品牌将亮相海口国际免税城

cdfcdf海口国际免税城效果图海口国际免税城效果图。。 （（cdfcdf海口国际免税城供图海口国际免税城供图））

我省多个景区酒店推出本地游惠民活动

岛民游海南 约“惠”黄金周

山海黎乡风景好
纯美昌江等客来

本报石碌9月28日电（记者刘婧姝）国庆7
天怎么玩？昌江黎族自治县将于国庆期间推出系
列旅游活动，让游客嗨玩山海黎乡，激发市场活
力，提振旅游行业信心。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
28日从相关部门获悉的。

随着此前霸王岭至王下乡路段实现功能性通
车，该县山海互通旅游公路从棋子湾至王下乡已
全线贯通，游客可自驾前往，在盘山公路上览山
景、观云海，最后在黎花三里寻梦。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国庆期间，王下乡将在三
派村游客中心新增帐篷营地，共搭建12顶帐篷，
包括船型豪华帐、星空帐等。此外，在黎花一里三
派村游客中心增设服务点1个，咖啡屋1间，每日
将有黎族歌手在帐篷营地驻唱，烧烤营地、酒吧等
活动场所也将全新开放；黎花二里·时光里洪水村
在国庆期间，每日夜间开启声光电演示；黎花三
里·浪论村将上演黎族歌舞表演。

此外，位于县城石碌镇红田路口的紫晶佳园
生态葡萄园推出亲子采摘活动，邀请大家走出家
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享受亲子时光。

5条精品旅游线路
邀您“打卡”东方

本报八所9月28日电（记者张文君 特约记
者方宇杰 通讯员符初香）东方市坚持“一手打伞、
一手干活”，为进一步提振经济，促进旅游业发展，
国庆期间，东方将推出4大主题5条特色精品旅
游线路。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28日从东方市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获悉的。

据了解，这 4大主题 5条特色精品旅游线
路为：

乡村振兴示范路线，即六体连榕→大广坝→
娥仙岭→海南黄花梨山庄→白查村黎族船型屋→
江边乡巴拉胡→助村公社（乐安村）→鳄珍鳄鱼产
业园（红草村）→兰花种植基地（新园村、乐妹村）；

自然生态研学路线，即自然瑰宝园→助村公
社→鳄珍鳄鱼产业园→黑脸琵鹭省级自然保护区
→海南花梨谷；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路线，一条线路为海南铁
路博物馆→解放海南烈士陵园墓→琼西中学旧址
→中共昌江二小支部旧址→刘开汉烈士墓，一条
线路为八所港→侵华日军侵琼八所死难劳工纪念
地→唐道敏烈士墓→海鸥支队纪念园→麦家祠惨
案遗址；

文物古迹研学路线，即北黎骑楼老街→海东
方沙滩公园（天然滨海浴场）→鱼鳞洲→三月三广
场→感恩学宫→荣村遗址→马伏波井→镇州故城
→虞山石刻→白查村黎族船型屋。

cdf美兰机场免税店
引进多个奢侈品品牌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记者周晓
梦 通讯员卢家宇）麒麟（Qeelin）精品店
启幕、TimeVallée时光天地免税精品
店揭开面纱……9月28日，海南日报记
者从cdf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获悉，该
免税店在本月内引进多个奢侈品品牌，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离岛免税消费选择。

其中，包括名士表（Baume &
Mercier）、萧邦（Chopard）、爱马仕
（Hermès）、万国表（IWC Schaff-
hausen）、积家（Jaeger-LeCoultre）、
沛纳海（Panerai）、伯爵（Piaget）、杰尼
亚（Zegna）在内的多家国际奢侈品牌
落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为离岛旅客量
身打造奢侈品聚集地。

开业至今，cdf海口美兰机场T2免
税店已迎来新国际奢侈品牌10余个。

GDF免税城
国庆免税购物季将启幕

本报海口9月28日讯 （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符阳升）海南日报记者9月28日从海南省发
展控股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旗下全球精品免税
城（以下简称GDF免税城）将启动首届海南国际
离岛免税购物节活动——“遇见GDF·国庆免税
购物季”，抢抓国庆长假客流高峰，促进海南旅
游消费增长。

据悉，首届海南离岛免税购物节“遇见GDF·
国庆免税购物季”系列活动,将于9月30日“遇见
GDF·免税之夜”晚会上进行全球首发。晚会将
发布千万红包雨、百万爆品放“价”、十万免单等国
庆免税购物季系列促销活动；将以直播抽奖形式
给现场观众派发大礼福袋，并有潮流街舞舞团、中
外知名乐队及著名DJ到场演出，营造国庆长假免
税购物消费氛围。

据悉，GDF免税城的国庆免税购物季整体活
动将持续至今年10月10日，为国庆长假期间的
来琼旅客提供充足的免税品购物时间。

广告·热线：66810888

一、机构简介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设立，注册资本15亿元，由海南省和央属国有企
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是纳入
正厅级管理序列的省属国有重点监管企业，由海南省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省国资委）代为履行出资人职
责。公司旨在建设技术先进、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商业航

天发射场，通过建立符合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特点的建
设管理运用模式，推动我国商业航天快速发展，助力航天
强国建设。

公司努力打造海南发展新型经济增长点，扩大航天
辐射效应，牵引商业航天企业在海南形成更丰富、更完
整的产业生态，带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海南自
贸港建设。

公司负责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项目的投融资、建设、
运营、管理、维护等，承揽国内外火箭发射业务，提供火箭
发射服务。

二、招聘岗位
（一）招聘岗位
1.综合办公室：综合管理岗2名、综合文秘岗2名、公

文档案管理岗1名、保密与信息化管理岗1名、综合调度
岗1名、行管后勤岗1名、司机岗2名。

2.党建工作部：党务管理岗、文秘宣传岗、纪律检查岗
各1名。

3.经营计划部：副部长1名、采购管理岗6名、综合计
划岗1名、综合业务岗2名。

4.财务部：会计核算岗、成本控制岗、出纳、预算管理
岗、资金管理岗各1名。

5.人力资源部：副部长1名、人才开发管理岗2名、薪
酬绩效管理岗2名、干部管理监督岗1名、教育培训管理
岗各1名。

6.风险控制部：风险控制部部长1名、法务岗2名、综
合审计岗1名。

7.技术控制部：通信系统工程师2名、数据处理系统
工程师2名、技术总体4名、箭上动力及测控系统工程师2
名、地面加注供气系统工程师3名、地面勤务保障及发射
支持系统工程师3名、飞控系统工程师2名。

8.工程设备部：成本工程师2名、工程资料员1名、安
全工程师1名。

9.质量与安全部：资料员1名、安全监察员1名。
10.发射服务中心：加注供气总体1名、基础保障总体

1名、通信总体1名、氮氧加注指挥1名、液氢加注指挥1
名、煤油加注系统指挥1名、供气指挥1名、塔架厂勤指挥
1名、空调指挥1名、供电指挥1名、供水消防指挥1名、测
控数据处理指挥1名、调度计划组指挥2名、通信外线指

挥1名、调度电话指挥1名、电视指挥1名、简易遥测指挥
1名、指挥监控系统指挥1名。

（二）招聘条件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无违法犯罪行为。
2.工作责任心强，耐心细致，执行力和沟通力强，有良

好的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3. 具备应聘岗位所需条件（岗位职责和任职资

格），薪酬待遇等方面详情请登录http://a.hinews.cn/
page-032840833.html，下载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
限公司招聘岗位表和应聘人员信息登记表。

（三）工作地点：海南省文昌市
三、报名及联系方式
（一）信息发布：本招聘公告在南海网发布
（二）组织报名：
1.报名形式：网上报名。
2.报名时间：长期有效，招满即止。
3.报名方式：压缩资料并发送至指定邮箱：htchsj00051@

163.com；压缩文件夹标题、邮件标题请注明姓名+应聘岗
位，如：张三+人事主管。

4.文件名编辑及排序：
（1）应聘人员信息登记表（注：请同时发送《应聘人员

信息登记表》Word版和扫描版）。
（2）二代居民身份证（正、反两面）。

（3）学历证书。
（4）学位证书。
（5）各种资格证书。
（6）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三）报名要求：
1.应聘人员每人限报1个岗位，多岗位报名视为无效

报名。
2.应聘人员所报名的岗位需在《应聘人员信息登记

表》中填写，否则视为无效报名。
3.应聘人员报名材料不全或不按照公告要求提交的

报名材料视为无效报名。
4.咨询电话：18976597629 冯女士。
5.咨询时间：法定工作日，8:00—12:00，14:30—

17:30。
四、招聘流程
本次招聘将按照网上报名、简历筛选、结构化笔试/面

试、体检、背景调查、公示及录用等流程进行。面试时间、
地点根据招聘进度，将电话通知本人，简历筛选不通过者
不另行通知。本招聘公告由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
公司最终解释。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8日

海南国际商业航天发射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