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记者 丁铭 特约记者
王伟 邱小惠冤野九架岭云雾尧九架木棉花冶
被称为海南省白沙县的两大自然景观遥
为了方便游客更好地领略九架岭上的云
雾景观和木棉花景观袁 白沙在九架岭部
分路段修建了三个观景台渊栈道冤袁只待
一年一度的木棉红盛宴遥

1月 19日上午袁 国际旅游岛商报记
者分别走上野雾绕青峰尧木棉观奇尧九架
木棉道冶观景台发现袁这三个观景台都是
采用古色古香的木质结构和仿古地板搭
建而成袁观景台周边还设有观景栈道尧防
护栏和警示标示遥

据介绍袁每年春节前后袁游客来到九
架岭袁除了能享受到木棉花盛景尧九架岭
云雾奇观尧九架岭日出景观曰还能呼吸到
海南岛上最清新的空气遥

商报讯 渊记者 臧会彬 通讯员
杨敏棋 陈科蒙冤1月 20日袁美兰机
场全新建设的国内头等舱休息室
盛装开业遥 据悉袁新头等舱休息室
位于美兰机场候机楼隔离区三楼袁
共设有休息座位 260个遥为让更多
的旅客体验头等舱快捷服务袁休息
室将于开业当天推出 野10元抢购
头等舱休息室冶 优惠促销活动袁活
动当天乘坐美兰机场代理航班渊除
海南航空(HU)尧天津航空渊GS冤尧西
部航空 (PN)尧福州航空 (FU)尧重庆
航空渊OQ冤尧南方航空渊CZ冤外的航
班冤的出港旅客均可参与抢购浴 美
兰机场推出 10名头等舱休息室抢
购名额袁于 10:20-10:25限时抢购袁
旅客可在机场 48号值机柜台现场
拨打抢购电话进行抢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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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踞海岸城巅 奢享五星尊贵 云端秘境酒吧 环揽天际海景

海口希尔顿酒店 3月正式启幕

据海南房天下数据显示院2015
年海口共有 13家房企销售额比上
一年度增长五成及以上袁其中有 9
家房企销售额实现 100%增长袁另
有 27家房企的销售额突破亿元遥
搜房网新房平台集团海南副总经

理陈智敏介绍称袁2015 年销售额
破亿元的海口房企销售额合计达
到 138亿元袁平均业绩同比涨幅达
到了 26.6%遥 2015年袁海南房地产
市场在野促销费尧去库存冶的总基
调中显著回暖袁 房天下顺应市场

变革袁 主动拥抱互联网+时代袁依
托房天下这个大平台袁 为外销型
的海南房地产去化发挥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遥 据房天下现场发布数
据显示袁2015 年海南房天下平台
流量同比增长 63%遥

2016海南业主大会昨日在海口举办

网络人气榜11奖项海口居半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 员怨日发
布的 圆园员缘年经济 数据显示袁 去年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圆员怨远远元袁比
上年名义增长 愿援怨豫袁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 苑援源豫袁 超过同期 远援怨豫的 郧阅孕
增速遥
其中袁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猿员员怨缘元袁比上年增长 愿援圆豫袁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远援远豫曰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员员源圆圆 元 袁 比上年增长
愿援怨豫袁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苑援缘豫遥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员怨圆愿员元袁比上年名义增长 怨援苑豫遥

圆园员缘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
步缩小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 圆援苑猿袁
比上年缩小 园援园圆遥

数据显示袁圆园员缘年全国居民收入
基尼系数为 园援源远圆遥 全年农民工总量
圆苑苑源苑万人袁比上年增加 猿缘圆万人袁增
长 员援猿豫遥 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 猿园苑圆
元袁比上年增长 苑援圆豫遥

据新华社电 中国证监会 员怨日宣
布按法定程序核准了 苑家企业的首发
申请遥 其中袁上交所 猿家袁深交所中小
板 员家袁创业板 猿家遥

这 苑 家公司为东方时尚驾驶学
校股份有限公司尧南方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尧广州天创时尚鞋业股份有
限公司尧鹭燕渊福建冤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尧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尧苏州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和
上海海顺新型药用包装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遥
证监会表示袁 以上 苑家企业为今

年 员月 员日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新规施
行后袁首批适用新规发行的公司袁发行
流程以及申购尧 缴款等环节较之前进
行了调整袁 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各公司
的发行公告并关注主要变化遥

证监会核准
7家企业 IPO申请

去年居民收入增幅
“跑赢”GDP增速

商报讯渊记者 臧
会彬冤1月 19日袁由海
南购房者俱乐部和海
南业主俱乐部主办袁
搜房网房天下承办的
野2016 年海南业主大
会暨猴年红包狂欢之
夜冶在海口举行袁现场
聚集了来自海南各大
品牌房企尧 社区业委
会代表和新老业主近
600人遥

根据网友投票结果袁 历时 1
个月尧 近 100万人次参与的第十
二届海南房地产网络人气榜现场
揭榜袁依次颁发了野海南网络人气

楼盘冶野海南宜居楼盘冶野海南旅游
地产金盘冶野海南人气业主论坛冶
野海南电商创新楼盘冶野海南网络
点评口碑楼盘冶野海南楼市营销精

英人物冶野海南楼市风云人物冶野海
南楼市推动力人物冶 等第十二届
海南房地产网络人气榜的 11个奖
项袁其中海口楼盘占据半壁江山遥

商报讯 渊记者 臧会彬 冤
日前袁记者驾车途经海口滨海
大道时袁直冲云霄的海航国际
广场大楼第一时间便映入眼
帘袁在夜晚华灯遍布的繁华城
区内格外显眼袁 大楼顶端的
Hilton字样已经亮起明灯袁全
城可见遥作为海南岛内唯一集
高度尧奢华度尧海景和云端酒
吧四大亮点于一身的五星级
酒店袁海口希尔顿酒店从第一
次进入公众视线便一直受到
外界关注遥如今酒店已经完成
内部装修袁 将于 1 月份试营
业袁3月份正式启幕遥

在酒店方人员的带领下袁 记者有幸一
探内里袁提前感受云端秘境的非凡之处遥

据了解袁 海口希尔顿酒店由海南首席
商务综合体要要要海航国际广场联袂世界酒
店巨头希尔顿全球共同推出袁 酒店地处海
口双贸核心区域袁 位于城市枢纽滨海大道
与世贸东路交汇处袁 集品牌资产尧 国家资
产尧城市资产尧生态资产尧生活资产尧空间资
产尧企业资产尧投资资产尧升值资产与传世
资产于一体袁 并以 249米的海南省第一高
度袁拥揽海口湾第一海景袁坐享云端酒店美
称遥
作为海南岛内唯一集高度尧奢华度尧海

景和云端酒吧四大亮点于一身的五星级酒
店袁 海口希尔顿酒店在设计上处处给人以

惊喜遥
酒店拥有 406 间各具特色的豪华客

房袁 分布在 36层至 52层的大楼垂直空间
内袁实现云上生活一步直达遥 房间设计秉承
品牌现代奢华的理念袁 呈现出高贵典雅及
现代时尚的风格袁 营造出非凡卓越的居住
环境遥

位于酒店顶层第 57 层的行政酒廊为
入住行政楼层的宾客打造专属高端空间袁
可全方位体验野全城美景袁皆于眼下冶的非
凡感受遥 位居海岸城巅袁180毅全方位海口湾
美景近在眼前袁 令人眩目的天际景色仿佛
触手可及袁无与伦比的都市景观悉纳胸中曰
极致奢华的酒廊环境与悠然惬意的氛围完
美诠释君临天下袁傲视椰城的气逾霄汉遥

拥揽海口湾第一海景

餐饮美食是海口希尔顿酒店的又一道
重头戏遥 3间餐厅荟萃风格迥异的各式美食袁
经典粤菜袁海南特色袁悠闲下午茶袁精美扒
类袁世界美酒袁可提供丰富的餐饮选择遥 其
中袁位于酒店 33层的野炙窑特色餐厅冶让宾客
来品尝顶级海鲜尧 肉扒与高品质红酒同时袁
还能享受海口湾的华美海景带来的视觉飨
宴遥 餐厅的两个别致包间袁是商务尧家庭聚会
的理想场所遥 同一楼层的野味窑全日制餐厅冶
则可让食客全天候品尝大厨们在开放式厨
房现场烹调的新鲜菜式袁享受身临其境的视
觉美食体验遥 充满东方韵味的 野御玺窑中餐
厅冶内袁广东名厨带领的专业团队从琳琅满
目的菜式袁传承经典的点心袁到新鲜精选的
海鲜袁为宾客呈现经典中式美食遥

3间餐厅荟萃各式美食

位于酒店 55层的云端酒吧更是凭借第一空
中酒吧的头衔赚足眼球遥宾客在这里可以品味世
界各地的葡萄酒袁威士忌以及鸡尾酒袁欣赏热带
风情城市迷人夜景袁更有现场爵士乐队营造出优
雅氛围遥

此外袁 酒店拥有超过 2000平方米的会议宴
会空间袁另有十余间各具特色的多功能会议室及
宴会场地袁 配备多媒体数字特效视听科技系统尧
最新会议活动设备设施尧覆盖所有公共区域的无
线网络袁适合举办各类会议尧社交聚会活动袁以及
绝美婚宴遥
酒店同时有配套的水疗中心尧健身房尧室内

泳池尧桑拿房尧跳操室尧台球室尧儿童游戏室尧棋牌
室等休闲设施袁让宾客在喧闹中寻觅身体的放松
和内心的宁静遥

55层云端酒吧赚眼球A B C

为方便游客领略云雾景观和木棉花景观

白沙九架岭修建 3观景台
美兰机场头等舱
休息室今日开业

市场在“促销费去库存”中回暖

海口楼盘占据半壁江山

白沙九架岭修建的观景台

海口希尔顿酒店恒温泳池酒店餐厅包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