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澎湃新闻 7月 16日袁针对贾跃
亭在美国拥有豪宅的传言袁 乐视汽车
官微发表声明称袁 近日有媒体声称
YT渊贾跃亭冤在美国洛杉矶南部拥有
多处所谓的野豪宅冶作为私人住所袁曲
解上述房产用途并引导其他媒体和公
众去误读袁让 YT野被富贵冶袁给 YT和
乐视造成了一定的舆论影响遥
从乐视方面获悉袁 孙宏斌随后转

发了这则声明袁 并在转发中表态袁野这
里是我住过两次的地方遥 老贾手上还
有好牌袁老贾还年轻袁我们应该有宽容
失败的环境和氛围袁 我们应该支持老
贾这种义无反顾的企业家精神遥 不盖
棺不定论遥 支持老贾遥 冶

省糖业协会秘书长李京说院
食糖终究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
消费品和餐饮尧食品尧医药工业的
重要原料遥 随着全球糖业新一轮
发展周期的到来袁 随着这两年甘
蔗收购价从 447.32元/吨再上调
至 527.78元/吨袁 我省的甘蔗糖
业也逐渐走出低谷遥 2016/17年
榨季袁 全省甘蔗工业总产量为
128.28万吨袁比上榨季的 123.17
万 吨 增 加 5.11 万 吨 袁 增 长
4.15%曰 甘蔗工业亩产量平均为
3.41 吨袁 比上榨季的 3.00 增加
0.41吨袁增幅 13.67%遥 全省蔗农
甘蔗生产总收入为 6.77 亿元袁
比上榨季的 5.51 亿元增加 1.26
亿元袁增幅 22.87%遥 全省参与甘

蔗生产的约 8万农户袁 在收获面
积比上榨季的 41.07 万亩减少
3.43万亩的情况下袁 平均每户销
售蔗量 16.04 吨袁 比上榨季的
15.40吨增加 0.64吨曰 蔗款收入
0.85万元袁比上榨季的 0.69万元
增加 0.16万元遥
保守预计全省全榨季食糖销

售收入为 10.26亿元袁 比上榨季
的 8.74亿元增加 1.52亿元袁增幅
17.39%曰预计利税总额为 1.39亿
元袁比上榨季的 0.83增加 0.56亿
元渊其中院利润总额 0.79亿元袁比
上榨季的 0.39增加 0.40亿元冤遥
显然袁 甘蔗生产又成为了经济效
益尧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明显
的高效农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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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兴民冤 7月 14日袁虽然暴雨下
个不停袁但没有挡住 2017年海南省扶
助中小微企业专项提升工程系列活动
之第二期企业管理夜校的学员到海南
金鹿工业园区学习热情遥 海口市科学
技术工业信息化局有关负责人说袁管
理夜校举办的目的是要通过对中小企
业管理者系统管理常识培训袁 全面提
升海口市中小企业管理水平和发展
能力遥
课程由海南著名管理学家尧 海南

省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会长胡卫东义
务主讲遥 胡卫东从事管理工作近 30
年袁曾担任原电子部直属机构负责人
和企业董事长尧总经理等职遥 1999年
以来袁专门从事企业管理研究尧咨询
和教学袁 为国企制定过战略规划袁为
民企担任过管理顾问袁为几万名中小
企业管理者主讲过管理培训课程遥

据悉袁此次活动由海口市科学技
术工业信息化局主办袁海南省管理现
代化研究会和海南省金鹿工业园区
承办遥

企业管理夜校
第二期举行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
手机端记者 段然 通讯员 李娜
杨巽 韩晴冤 据统计袁今年上半年
海南口岸共截获旅客携带入境
禁止进境物 7861批次袁6076公
斤 袁 同比分别增长 23.17%和
35.60%袁主要包括院水果蔬菜尧肉
蛋奶及其制品尧水产品尧燕窝等遥
在截获的禁止进境物中共检出
有害生物 100批次尧70种类尧153
种次 袁 同比分别增长 69.5%尧
159.3%和 139.1%遥 其中袁检疫性
有害生物 21批次尧8种类尧23种

次袁 同比分别增长 50%尧100%和
53.3%遥有 12种非检疫性有害生
物为海南口岸首次截获遥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稳步推进袁海南各口岸入境人
员呈现增长态势袁上半年入境人
员 47.7 万人次 袁 同比增长
20.6%遥随着入境人员的增长袁携
带入境的禁止进境物传播外来
有害生物的形势更加严峻遥海南
检验检疫局完善查验机制遥全面
实施野人尧机尧犬冶立体查验体系袁
加大截获物送检比率袁上半年送

检率增幅达 280%袁 进一步提高
有害生物检出率曰同时加强政策
宣传 遥 加强对 叶刑法修正案
渊七冤曳 野妨害动植物防疫尧检疫
罪冶追诉标准的宣传力度袁对于
一年内两次以上携带禁止进境
物逃避检疫或窃取尧抢夺尧损毁尧
抛洒检验检疫部门依法截留物
品的袁将追究其刑事责任遥此外袁
收集国外疫情动态袁制定重点查
验航班或入境国家渊地区冤名单袁
确定口岸检疫查验重点袁提高查
验有效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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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口岸上半年截获旅客携带禁止进境物 6076公斤

首次截获 12种非检疫性有害生物

据了解袁本届论坛大会将持续至
16 日袁大会共分为六个环节:第五届
世界酒店联盟大会暨第十届世界酒
店论坛开幕式尧世界酒店论坛主报告
会尧国际旅游经济领袖年会尧第九届
五洲钻石奖颁奖盛典晚宴尧考察当地
政府安排的特色项目及旅游项目尧嘉
宾继续考察自选重点项目等遥在当天
上午举行的世界酒店论坛主报告会
中袁国际旅游和其它重要机构领导人
以及权威专家学者和成功企业家们
等均发表了富有远见和现实深刻的
主题演讲遥

海南省旅游委主任孙颖表示袁旅

游业是海南最具特色尧最有潜力的产
业袁发展前景十分广阔袁海南酒店业
发展呈现出喜人趋势袁国内执行酒店
品牌越高越高端尧高端酒店聚集发展
原来越集中尧 酒店投资规模越来越
大尧酒店业软实力超速发展尧酒店投
资回报率高尧酒店加会展尧婚庆等野酒
店+冶 已经成为海南酒店业新的经济
增长点袁 酒店业大数据正在形成袁酒
店创新引领全国袁海南酒店业为全国
乃至全世界酒店业创新发展提供了
海南经验遥

7月 15日晚袁被誉为酒店业奥斯
卡大奖的第九届五洲钻石奖颁奖盛

典举行遥 经过长达半年时间的深入细
致的考察尧评定袁最终在野颁奖盛典冶
上正式公布获奖个人和企业名单遥 其
中袁三亚丽禾温德姆酒店尧海口红燕
堂酒店尧海口观澜湖酒店尧三亚海棠
湾民生威斯汀度假酒店获评野五洲钻
石奖窑年度最佳旅游区度假酒店冶袁海
航酒店集团获评 野五洲钻石奖窑年度
最具发展价值酒店集团冶遥

本次活动由世界酒店联盟尧旅游
卫视尧泛旅文化集团主办袁得到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尧中国国家旅游局特
别支持尧 海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尧海
口市人民政府等支持遥

第九届五洲钻石奖颁奖盛典海口举行

最佳旅游区度假酒店我省占 4席

海南甘蔗糖业走出低谷

全榨季食糖保底销售收入 10亿元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李兴民冤 海南省 2016/17

年榨季虽然甘蔗种植面积延续下滑袁但蔗尧糖产量已经止跌回升遥据省
糖业协会秘书处统计袁全省渊机制糖厂蔗区冤甘蔗生产和制糖生产总收
入合计为 17.03亿元袁 比上榨季的 14.25亿元增加 2.78亿元袁 增幅
19.51%遥 其中袁蔗农甘蔗生产总收入 6.77亿元袁比上榨季的 5.51亿元
增加 1.26亿元袁增幅 22.87%曰保守预计全榨季食糖销售收入为 10.26
亿元袁比上榨季的 8.74亿元增加 1.52亿元袁增幅 17.39%遥

全省甘蔗的收获面积袁 从最高
时 2013/14榨季的 96.44 万亩下跌
至最低时 2016/17 年榨季的 37.64
万亩袁 甘蔗工业总产量从最高时
2012/13 榨季的 436.79 万吨下跌
至 最 低 时 2015/16 年 榨 季 的
123.14万吨袁蔗农甘蔗生产总收入
从最高时 2012/13榨季的 21.58亿
元下跌至最低时 2015/16 年榨季

的 5.51 亿元袁食糖总产量从 2012/
13 榨季的 49.83 万吨下跌至最低
时 2015/16 年榨季的 15.09 万吨袁
食糖销售总收入从 2012/13 榨季
的 25.34 亿元下跌至最低时 2015/
16 年榨季的 8.74 亿元遥 五年间制
糖企业盈亏相抵后亏损 7.71 亿
元袁整个行业都面临着从海南全面
退出的危险遥

过去：五年间盈亏相抵后亏损 7.71亿元

现在：甘蔗生产又成为高效农业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7月 15日袁以野跨界尧融合尧投资与合作冶为总主题的第五届世界酒店联盟大会暨第十届世界
酒店论坛在海口拉开序幕袁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 400名专家尧学者尧企业家等汇聚在此袁进行了一场关于酒店业发展的思想碰撞盛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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