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市民政局充分认识此次严寒
天气对东方市困难群众生活的危害
性袁及时召开市民政局野寒冬送温暖冶
行动部署袁制定防寒保暖工作方案袁成
立了市民政局野寒冬送温暖冶工作领导
小组遥 同时袁市民政局联合各乡镇尧华
侨经济区和东方康宁精神病医院开展

困难群众防寒工作情况摸排袁 进一步
掌握五保尧低保尧特困人员尧困难优抚
对象尧 流浪乞讨人员等困难群众的生
活情况袁 确保防寒保暖慰问物质用在
真正需要的群众身上遥

12月 18日至 20日袁 东方市民政
局组织人力尧物力并携手各乡镇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寒冬送温暖活动遥市民政局
组织慰问组安排车辆分别把冬寒救济
棉被送往 10个乡镇尧 华侨经济区和东
方康宁精神病医院袁帮助困难群众解决
过冬取暖的燃眉之急袁将党和政府的关
怀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手中遥 截止目
前袁市民政局已发放棉被 1023床遥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 摄影报道) 近日袁受冷空气影响袁海口
气温骤降袁为贯彻落实省市区关于全面做
好防寒御寒的工作指示袁以实际行动落实
好党和政府对妇女群众的关怀遥 12月 20
日中午袁琼山区云龙镇副镇长尧妇联主席
林莉一行对云阁村委会贫困母亲进行走访
慰问遥

期间袁林莉分别来到贫困母亲冯海娇尧
杨海英尧占荣花尧郭兰文尧廖亚强的家中袁为
让她们度过一个温暖舒适的冬天袁送去了
御寒的棉被和食用油等慰问品袁把党和政
府的温暖送到贫困母亲的心坎上遥 并亲切
询问了贫困母亲家里的生活情况尧子女就

学情况以及身体健康状况
等袁了解她们的实际困难袁鼓
励他们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
面对生活遥

此次慰问不仅切实让贫困母
亲家庭感受到来自党委和政府的温
暖袁还使她们感受到了野娘家人冶的温
暖袁 令她们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袁
营造了浓浓的关爱氛围遥

下一步袁云龙镇将根据实际情况袁
对确实需要帮助的贫困母亲送去党和
政府的关心和问候袁 确保其顺利度过
寒流袁切切实实让妇女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心和关怀遥

海口云龙镇开展防寒御寒送温暖活动

寒冷天收到慰问品
困难母亲暖在心头

东方民政局开展野寒冬送温暖冶行动
发放1023床棉被 帮困难群众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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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招标范围院80名左右劳务派遣员工进行人
员外包

二尧招标要求院投标单位相关资质齐全
三尧公示时间院2017年 12月 21日至 23日
四尧投标方式院若有意向袁请将相关资质及商
业计划书含报价发送至院jdjtyxglb@hnair.com
或致电酒店招标处 0898-88698282

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2017年 12月 21日

亚太国际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人员外包招标公示  

根据规划袁恒大童世界共有野璀璨
中华冶尧野魔幻西欧冶尧野神秘古国冶尧野探
险南美冶尧野漫游海洋冶和野穿越太空冶六
大主题区袁 共设有 33个大型游乐项
目要要要是迪士尼的 1.5倍遥 在这些项
目中袁近一半都集中在最大的璀璨中
华区袁所有建筑单体都结合了古代城
墙尧宫殿尧长城等不同的中国文化元素
进行二次创作袁飞檐翘角尧滴水琉璃尧
中式门窗等中国传统建筑造型随处可
见袁配合哪吒闹海尧封神演义尧山海经尧
盘古开天尧嫦娥奔月尧宝莲灯等波澜壮
阔的经典神话传说场景袁共同打造出
中国传统文化的瑰丽世界遥

少年儿童是一个国家的未来袁也
代表着世界的未来袁但儿童爱玩的天
性又无法让他们像成人那样沉下心
来学习曰因此如何让他们在游玩中学
习文化知识尧掌握科技智慧袁一直是
家长尧老师以及专家学者苦苦思索的

难题遥
据了解袁 恒大童世界与传统的主

题乐园不同袁其面向少年儿童袁将游乐
体验与文化尧教育尧科学相结合袁让少
年儿童在玩乐中增长知识尧开拓眼界袁
极大地激发了少年儿童的想象力袁真
正实现寓教于乐袁 促进少年儿童的综
合素质与能力全面提升遥

野恒大童世界把中国文化精髓融
入游乐项目袁 通过全沉浸式的游乐体
验模式袁 不但可以让少年儿童在游玩
的同时充分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袁这种寓教于乐的创新方式袁还能
让少年儿童在玩乐中增长知识尧 开拓
眼界袁体验目前全球最先进的科技袁并
潜移默化地在少年儿童心目中树立起
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袁 对于提
升传统文化影响力和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具有重要意义遥 冶内业人士表示遥
同时袁 恒大童世界整体规划及游

乐项目设计均由来自全球顶级设计机
构的 325位大师担纲袁 所有设备均采
用了世界最成熟尧最先进尧最高科技的
技术袁由荷兰 VEKOMA渊威克马冤尧意
大利 ZAMPERLA渊赞培拉冤等世界最
顶尖的游乐设备供应商生产袁 是世界
上科技含量最高尧 多维互动游乐设施
最多的乐园遥
业内专家指出袁 中国已进入大众

旅游时代袁但高品质尧定位精准的少年
儿童旅游项目仍存较大缺口遥 恒大童
世界的落成袁 填补了少年儿童旅游市
场的空白袁 更好服务少年儿童的健康
成长袁有效促进旅游行业的升级发展遥

按照规划袁每个恒大野童世界冶辐
射半径 500公里尧8000万人群袁 落成
后预计每个项目年游客量超 2000万
人次袁年消费总额超 200亿袁将极大地
填补旅游市场的空白袁 拉动旅游消费
增长袁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遥

四季开园日日狂欢

恒大童世界打造中国风奇幻乐园
国务院 2016年发布的叶野十三五冶

旅游业发展规划曳提出袁要把旅游业建
设成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
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袁 要全面
提升主题乐园的旅游功能袁 打造一批
特色鲜明尧品质高尧信誉好的品牌主题
乐园袁 推动国内主题游乐企业国际化
发展遥
按照国家相关部门预测袁 旅游将

成为与汽车尧房产并列的消费热点遥中
国的旅游者消费支出结构是住宿尧餐
饮等费用支出比例较低袁 景点门票的
费用支出比例较高遥按此模式预测袁届
时国内旅游消费总额将有数千亿元用

于旅游景点支出袁 主题公园作为新兴
旅游景点必将分得可观的收益遥
今年年初袁 恒大宣布完成向 野地

产+服务业冶转型袁文旅产业被确定为
四大产业的龙头遥 8月份袁恒大重磅打
造的文旅拳头产品要要要恒大童世界正
式亮相袁 标志着恒大深入推进战略转
型取得阶段性成果遥

野恒大向来以大手笔著称袁恒大童
世界作为恒大文化旅游的拳头产品袁
从其世界顶级的定位及规模来看袁恒
大大力发展文旅产业袁 坚定推进战略
转型可谓雄心十足遥 冶业内人士表示遥
记者发现袁 近日恒大新一轮的形象片

已登陆各大媒体平台袁 逐渐揭开神秘
面纱的中国风主题乐园已然愈发值得
期待遥

野当前袁旅游已发展成为五大幸福
产业之首袁 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袁恒大战略布局童世界袁与国家战
略方向高度契合袁 将有效满足中高端
消费以及幸福产业日益增长的需求冶袁
上述人士称遥同时袁作为恒大文化旅游
的拳头产品袁 恒大童世界将填补旅游
市场空白尧拉动旅游消费增长袁有望在
3-5年内走向世界袁 成为恒大在全球
文化旅游版图上的名片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杨燕冤 从 1989
年大陆第一家主题公园野锦绣中华冶的诞生袁到如今上海
迪士尼开业袁中国主题公园建设从自创品牌到引进品牌袁
经过了 20余年的发展袁主题公园的时代已经来临袁大大
小小的主题公园如雨后春笋般再次崛起袁 整个中国似乎
都刮起了一场主题公园的旋风遥
每个人心里爱好的主题乐园都不一样遥 有些人喜欢

玩水袁就喜欢水上乐园曰有些人喜欢动物袁就喜欢野生动
物世界曰有人喜欢大海袁就喜欢海洋公园噎噎而如果你喜
欢哪吒闹海尧封神演义等经典神话传说场景袁喜欢盘古开
天尧嫦娥奔月等中国历史文化袁你一定会爱上她要要要恒大
童世界遥
据了解袁恒大童世界是全球唯一的野全室内尧全天候尧

全季节冶大型主题乐园袁面向 2-15岁的少年儿童袁以中国
文化尧中国历史尧中国故事为核心内容袁既融合中国文化
精髓和世界文明袁又采用世界最成熟尧科技含量最高的顶
级游乐设施设备及技术袁打造的顶级童话神话主题乐园遥 中国文化 +世界科技融合一体

主题乐园的美好时代

南亚店周华店长告诉记者院野为了让更多的爱心人士关注
自闭症儿童袁让这些耶星星的孩子爷不再孤独袁新年前夕袁公司
特别邀请了多名患儿代表来到卖场袁 并为他们准备了价值 4
万元的新年礼物袁希望这些孩子袁在全社会的呵护下袁也能够
健康快乐地成长遥 家乐福耶小善大爱爷公益活动已持续 6年多
了袁以后我们还要坚持关注这个群体袁用我们的关爱点亮这片
星空袁在慈善方面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遥 冶

海口家乐福新年送暖

自闭症儿童喜获新年礼物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吴平 摄影报道) 近日袁我
省受冷空气影响袁温度骤降袁为贯
彻省民政厅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做
好天气寒冷防护工作的部署要求袁
为切实做好寒冷天气下东方市困
难群众的防寒保暖工作袁确保东方
市困难群众安全过冬袁12月 18日
至 20日袁东方市民政局迅速行动袁
开展野寒冬送温暖冶行动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段然 通讯员
陈玉 摄影报道冤 12 月 20 日
下午袁部分海南自闭症儿童代
表们袁在家长的陪同下袁来到
海口家乐福南亚店卖场袁精心
挑选自己喜欢的新年礼物遥卖
场里袁孩子们挑选各自喜欢的
食品和玩具遥看着购物车中满
满的礼物袁他们的脸上洋溢着
满意暖心的微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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