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综合消息 昨日两市小幅低
开后震荡下挫遥 10:05过后袁两市震荡
回升遥 午后袁两市强势拉升袁沪指站上
3400点遥 14院27过后袁两市震荡下行袁
沪指 3400点得而复失遥 临近收盘袁中
字头股票集体拉升袁两市强势上扬遥 截
至收盘袁沪指涨 1.14%袁报 3425.33点袁
成交 3836亿元曰 深成指涨 1.81%袁报
11597.1点袁成交 5215亿元遥 渊网一冤

沪指涨 1.14%
站上 3400点

商报讯 渊记者 段然 通讯员 秋玉
杰冤10月 17日要18日袁驻琼异地商会
23家商会会长尧秘书长等一行 43人袁
在海南黑龙江商会秘书处组织下走进
龙江企业海南万泉河休闲漂流有限公
司经营所在地琼海市烟园水电站遥
万泉河探险尧漂流被誉为野海南第

一漂冶袁是海南省黑龙江商会副会长企
业袁 是企业家郭凯女士累计投资近亿
元开发建设的峡谷探险尧 野外拓展培
训及漂流尧 探秘等时尚户外运动项目
为主的旅游企业遥 曾被评为游客喜爱
的海南十大旅游景区之一袁 曾获海南
省优秀旅游专项奖遥

15年里袁景区经历了多次大台风尧
泄洪的毁灭性打击袁 也经历了万泉河
无序竞争袁企业保护环境投入不减袁企
业带领周边群众致富开发力度不减遥

商报讯渊记者 梁振文冤首届海南国际美食博览会将于 11月 27日要30日在享有美食之乡
的定安县举行遥 此次博览会是 2015年渊第十六届冤海南国际旅游欢乐节的一项重要活动袁旨在
大力弘扬海南饮食文化袁丰富欢乐节活动内容袁吸引更多游客到海南体验旅游新产品袁向广大
游客展示除椰风海韵尧阳光沙滩之外的海南独特美食袁致力打造海南美食天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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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烽火起 电商巨头“撕名牌”
天猫送1亿个红包 京东开闸领券抢购

商报讯渊记者 段然冤随着野双 11冶的临
近袁天猫 19日宣布了其野万店同庆冶活动计划
及北京战略遥 同时天猫表示袁从 11月 1日开
始袁 活动期间将陆续向消费者发放 员亿个红
包遥 野不玩猫腻冶袁京东超市发布的双 11提前
促销的海报标语袁 让消费者意识到袁野双 11冶
还没开抢袁已经开撕遥

天猫 19日宣布将在北京集中部署
全球生态系统优质资源遥 阿里巴巴集团
中国零售事业群总裁张建锋表示袁自天
猫超市和天猫电器城先后发力北京市
场以来袁 在价格和服务方面表现强劲遥
接下来袁 天猫将全面升级供应链服务袁
以北京为核心袁辐射整个北方市场遥

作为天猫北京战略的一部分袁今年
天猫野双 11冶全球狂欢节指挥部移师北
京遥 与往年相比袁今年这次网购盛宴将
突出全球化尧全渠道面貌袁打造野消费垣
娱乐冶的全新互动形态和全球狂欢遥 从
11月 1日开始袁 天猫将陆续发放 1亿
个不等值红包袁面值最低 1元袁最高达

到 1111元袁以及 30亿元购物券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今年天猫野双 11冶

将推出野万店同庆冶活动遥 雅诗兰黛尧玛
氏公司等国际知名企业及苏宁尧银泰等
千余商家袁将在全国超过 330个城市和
地区的 18 万家商场或门店参与 野双
11冶活动袁为消费者提供优惠遥

野距全民疯抢的耶11窑11爷购物狂欢
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袁我们为网友
们准备的爆炸式优惠活动就抢先登场
了遥 冶昨天袁京东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对

外宣布袁京东家电今年的野11窑11冶大促
提前开闸袁 从 10月 19日开始以 野11窑
11冶价格领券抢购袁一直到 11月 20日
返场结束袁活动长达一个月遥由于有野30

天价格保护冶政策袁消费者无需担心买
到的商品高于 11月 11日当天的价格袁
这一政策旨在将用户从野集中在一天的
抢购冶中解放出来遥

自从和阿里合作后袁苏宁与刘强东
领导下的京东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遥
前天凌晨袁苏宁云商集团 COO侯恩龙
在微博上发出野平京战役冶四个字袁引发
行业无数猜想遥 记者昨日从苏宁内部
获悉袁当天晚上袁侯恩龙就在南京徐庄

总部的高级别内部会议上宣布袁苏宁第
三届 O2O购物节将直接对标京东袁商
品价格要比京东低袁并且野爆品冶的价格
要比京东低出 20%遥
按照侯恩龙的部署袁月初苏宁云商

已与德国品牌 Blomberg 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袁 将联合推出 10万冰洗产品专攻
野双 11冶大促遥

近期苏宁还将在手机尧彩电等各个
类目与主流品牌达成具有排他性的野双
11冶战略合作协议袁给消费者一个野秒杀
价冶的大促遥

首届海南国际美食博览会 11月 27日举行

定安致力打造海南美食天堂

海南国际美食博览会共包
含三大项内容: 一是举办海南国
际美食博览会曰二是评比海南十
大特色名菜尧十大名小吃尧十大
名厨及举办各市县特色美食巡
回展曰 三是编印海南 叶美食地
图曳袁建立美食地图网遥

据了解袁海南国际美食博览
会展馆面积 13000平方米袁 划分
为韩国展馆尧台湾展馆尧特色美
食展馆等六个展馆和一个烧烤

区袁500多个展位遥展会不但向广
大市民和游客展示海南独特的
美食袁 而且融入了许多国际元
素袁专设了韩国馆尧台湾馆尧国际
馆等袁马来西亚尧越南尧俄罗斯尧
蒙古国等参展遥 届时济州道知事
将率团前来袁又为海南国际美食
博览会增加外交元素遥 专业买
家尧采购商及现场观展人员等均
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遥 省旅游
委安排美食品鉴旅游线路袁把美

食博览会作为品鉴美食首站遥 同
时袁 现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袁
可以观国际巨星袁 看国际表演袁
尝港澳台风味袁 吃本土特色袁喝
国际啤酒袁 领略异国风情文化遥
现招展工作进展顺利袁目前已招
展位占总展位的 60%袁如康师傅尧
罗牛山食品尧南国食品尧雪花啤
酒尧喜力啤酒尧摩尔多瓦红酒尧德
国啤酒等国内尧国外知名品牌企
业均参展遥

六个展馆一个烧烤区 500多展位
海南十大特色名菜尧 十大名小吃尧

十大名厨半决赛于 11月 5日要9日在
海口鸿洲埃德瑞皇家园林酒店有限公
司举行遥 决赛于 11月 28日在定安县天
九美食广场进行遥 前 10名获胜者袁由组
委会颁发 野海南十大名厨冶尧野海南十大
特色名菜冶野海南十大名小吃冶称号遥 这
是海南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对海
南菜肴尧小吃尧厨师等进行的评比和筛
选袁是海南餐饮尧美食界的一件盛事遥

该活动由定安县人民政府尧海南省
食品生产与流通协会尧海南省餐饮服务
管理协会主办袁由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尧海南省商务厅提供支持和指导遥

颁发海南十大
名厨十大名菜

海口秀英区启动新海村棚改

新海渔村将破茧化蝶变现代社区
商报讯 渊记者 王辉 特约记者 吴彭保 通讯员

陈创淼 摄影报道冤10月 20日上午袁 秀英区在西秀
镇新海村召开新海片区棚改项目房屋征收动员大
会袁标志着新海片区棚改项目征收签约工作正式启
动袁不久的将来袁新海渔村将变身为现代社区遥

随着海口市野西强冶战略的深入推
进袁 西海岸片区从原来的城市郊区袁发
展成为现在新的行政中心和城市新都
区遥秀英西部城区的战略地位和发展作
用日益重要袁而新海村正处于西部城区
的核心位置袁 由于基础配套设施不足尧
周边环境脏乱差尧乱搭乱建严重袁存在
着重大的安全隐患袁与西海岸的美丽形
象形成了强烈反差袁与新海村广大村民

的幸福追求格格不入袁为改善片区百姓
生产生活环境袁启动棚改遥

新海片区棚改项目拟征收面积为
1277.65亩袁涉及征收房屋面积 58.26万
m2袁人口 5385人袁户数 2200户袁计划投
入资金约 72亿元遥 该项目已被列为省
重点项目袁计划将结合新海客货滚装码
头打造成野港口配套服务区尧港口商业
商务综合区以及海南旅游集散中心冶遥

港口将建海南旅游集散中心

秀英区委尧区政府由 26名区领导亲
自挂帅袁48个征收工作组袁采取野定人定
量定时间节点尧 包点包户包完成任务冶
的办法袁进村入户宣传动员被征收人按
时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和搬迁遥截止目前
有 46户村民签约袁60户村民预约签约袁
大部分村民签约意愿强烈袁征收工作实
现了开门红遥 秀英区将发扬野5+2尧白+
黑冶尧钉钉子尧马上就办尧拍拍看等野四种

精神冶袁各方配合袁齐心协力袁确保完成
市政府要求的棚改任务袁在改造推进过
程中要坚决做到野两个不冶袁即院一是不
碰红线袁 拆迁工作中要严守廉政纪律袁
不允许违法乱纪袁凡是在棚改中发现不
廉洁尧乱作为尧违法乱纪的要坚决查处曰
二是不跨越法律政策办事袁做到执行政
策不变通袁坚持标准不走样袁绝对不能
乱开口子遥

执行政策不变坚持标准不走样

银新海村启动现场

驻琼异地商会
将力保万泉河

天猫 发红包送购物券

苏宁 价格比京东低 20%

京东 双 11提前开闸

商报讯 渊记者 梁振文 通讯员 敖
林水冤据海南省发改委消息袁西南部电
厂 2号机组于 2015年 10月 16日 16
时结束 168小时试运行并正式投产袁
标志着西南部电厂全部机组正式投入
商业运行遥

此前袁1号机组已于 2015年 7月
31日 0时正式投产袁截止 10月 15日
累计发电 6.35亿千瓦时遥该项目的正
式投产袁 创造了国内同类机组建设的
最短工期记录袁 对解决海南严重缺电
问题做出了突出贡献遥

西南部电厂
2号机组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