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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消费文

化氛围，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优惠

广大市民，2006年，海南日报报业

集团倾其立体媒体资源，强势推出

消费文化节品牌。历经六年，海南消

费文化节已成长为强势媒体搭台、

岛内外知名品牌企业唱戏，全岛市

民热切响应的海南年终消费文化盛

事。仅2011年，就有一百余商家响

应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号召集结于消

费文化节，百万市民参与其中并从

中获益。

据消费文化节组委会负责人介

绍，2012年，第六届消费文化节将

是历经六年磨砺的一次怒放，本届

消费文化节不论是在规模、品质和

品牌影响力方面都将实现质的飞

跃。

本届消费文化节将突破性地引

入“异业合作”模式，推出“首届海

南城市生活展”和海南首张跨行业

消费打折卡两大主题活动。活动期

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启动旗下

“六报二网”新闻资源，强势出击，全

程跟进报道。

“时时享优惠、周周有精彩，月

月有惊喜”该负责人透露，本次消

费文化节可以用“精彩纷呈”来形

容，因为除主题活动之外，本届消

费文化节还计划推出品牌餐饮美

食周、名品折扣购物周、家私家具

优惠季、唱响狂欢季等 20多项系

列消费文化活动，活动期间，消费

者将享受到超值的购物优惠体验

和服务。

“首届海南城市生活展”是本届

消费文化节推出的重头戏。“首届海

南城市生活展”以消费文化为主题，

涵盖吃、穿、住、行、游、娱、购等市民

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海南唯一

以消费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展会。该活

动将承担起吸引市民游客、服务海南

商家的重要角色，通过“首届海南城

市生活展”不仅能够充分为海南本

土的商家、企业创造展示自身产品、

形象的窗口，更能够为岛外知名品

牌、商家进驻海南市场，创造最理想、

最适宜的宣传平台。

据了解，“首届海南城市生活

展”将采用“7大主题展览+2大互

动区域”模式，即在展会现场开辟

生活展、品牌展、娱乐展、美食展、名

车展、旅游展、时尚展等7大主题展

览，此外还将特别开辟舞台表演区

和购物体验区等2大互动区域。届

时，“首届海南城市生活展”将囊括

海南所有商业形态，无论是百货商

超、IT家电、妆容服装、消费休闲、

家装建材、医疗保健，还是金融理

财、教育就业、户外出行、文化礼品、

品牌折扣、食品饮料等，都将在本届

城市生活展上获得展示自身产品、

服务、品牌、形象的机会，一方面最

大限度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购物需求

和观展兴趣，另一方面也使广大商

家、企业充分利用春节前的营销黄

金段，最大程度提升销售业绩和品

牌影响。

据透露，目前该展会的各项活

动启动在即，并已得到广大商家的

热切响应。届时，将有百余岛内外知

名品牌在展会期间集结，市民只需

移步“首届海南城市生活展”便可

享受到最为丰富的一站式优惠购物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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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海南唯一媒体集团———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拥有百万之众忠实

受众。为回报读者，本届消费文化节

将推出首张跨行业消费打折卡，持卡

者可以在消费文化节联名商家享受

相应折扣和优惠。

据活动组委会负责人介绍，跨

行业消费打折卡将是一次多赢、多

方受益的策划活动，也是一次大胆

的尝试。本次活动一头是百万受

众，一头是享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

商家，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从中搭

桥，让读者持卡消费就能享受到商

家最直接的优惠政策，而商家则可

以通过消费者实现口碑传播。这也

正是多年来，主办方对消费文化节

所倡导的推动和谐共赢消费活动

理念的践行。

“借助海南消费文化节的品牌知

名度和岛内影响力，同时充分利用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媒体传播力和号

召力，相信本届消费文化节必将成为

‘服务市民，服务商家，服务海南国

际旅游岛’活动初衷”该活动负责人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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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市民小雨苹果手机丢失后#原
本希望花钱找专业人士帮忙定位寻
回#却在网上遇到了海南骗子公司#被
骗走$%%元$

0123456789

小雨介绍#本月"&日晚#在乘坐出
租车的时候# 不小心遗落手机$ 印象
中# 她曾听闻可以通过卫星定位技术
找到手机具体位置#便上网搜寻$ 一家
名为博观通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的
帖子引起她的注意#随后#双方加''号
后#她对这家公司的资质等#在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得到了%认证&$

对方过来一个为 ((()*%*%%+,)

-./的网址$ 打开网址可以看到#名为

博观通信的公司网页#公司口号为%您
身边的专业定位服务&#页面首页便是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

三维立体定位截图' 诚信守法企业称
号等照片#地址在海南海口01城二楼#

为了取信小雨# 对方还提供了一个名
为 黄 惠 兴 的 身 份 证 号 码 (

##*2%%"22%%"%3$"45$

见到这家网站各种资料齐全#小
雨便先后交了定金"%%元'6%%元#但对
方却一直无法如约提供出详细的手机
位置#反而继续要求她给钱$

小雨知道自己上当了# 但却因为
诈骗金额未达到立案标准# 当地派出
所未予立案#只能吃哑巴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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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通过''与对方取得联系$ 对
方满口承诺绝对专业# 不管什么类型
的手机都能定位找回$ 并称%我们是和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公
司的内部渠道技术人员操作的# 我们
不是通过正常的渠道# 官方的定位方
法来定位# 是根据您提供的资料和手
机号码#''#微信等#破解侵入移动或
联通或电信破解数据库提取资料#进
行定位的) 收费6%%元&$ 然而#记者去
往海口01城二楼#经过多方打听#却并
未获悉该公司的存在$

在01城里# 一位常年研究苹果相
关技术的林师傅介绍# 其实苹果手机
本身就有定位功能# 但这个功能仅限
于手机在物主手中时# 可以定位自己
的位置$ 当手机丢失#如被盗#这时#对

方往往会迅速关机# 同时# 长按7./8

键#接入电脑#利用软件#删除手机中
原本的资料# 如可以帮助定位手机的
原机90帐号信息也被%洗&掉#这样一
来#这部手机就是一部新机#根本无从
定位$

网上流传的序列号可以辅助定位
手机#对此#林师傅说#序列号只是能
说明手机出厂的基本信息$ %当然也不
排除有绝对的技术精英可以做到详细
定位找到丢失手机# 但至少目前海南
还没有任何公司在经营这种业务$ &林
师傅说$

中国苹果技术售后部门技术人员
也如是回复表示# 很多机主打电话咨
询此问题#但公开的技术层面上#苹果
手机官方尚没有进行锁定和跟踪的功

能#同时#处于尊重客户的前提#也没
有锁定和跟踪客户的特权$

另外#有人提出#如果在苹果手机
中使用了防盗软件# 丢失时便可定位
寻机的说法#林师傅也进行了反驳$ 他
说#现在各类防盗'定位的第三方软件
根本没有此项功能$

基于很多人相信能够通过高科
技术定位找到苹果手机#为此#他曾
对多种类似软件做过多次测验#但仅
一款软件可以在手机被更换手机卡
时#发出警报#拍照发到绑定的另一
部手机上做提醒#但也没有定位手机
的功能$

林师傅提醒# 网上的那些专业找
回手机的信息不要相信# 特别是需要
支付费用的#警惕上当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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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着老干办补助
中心的旗号#福建%3%后&男子肖某阳
以给患慢性病老干部发放医疗补助
为由#分两次骗走了海口老干部贾某
平6万多元$近日#经海口美兰区人民
法院判决#肖某阳因诈骗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年4个月$

今年&月*6日# 肖某阳通过互联
网购买了他人信息资料$ 根据资料#

他给被害人贾某平打电话#谎称自己
是老干办补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国家

对贾某平这种患有慢性病的老干部
在发放医疗补助$ 贾某平信以为真#

让肖某阳将款转到自己的银行卡上$

见贾某平相信了#肖某阳便骗其持银
行卡到!:;上操作$ 通过电话遥控#

肖某阳让贾某平按其指令操作#骗取
了贾某平银行卡内的<234$)&3元$ 过
了一会# 肖某阳再次打电话给贾某
平#谎称因银行机器问题#还有部分
医疗补助没有转帐成功#要求贾某平
再次到银行!:;上进行联机操作#贾
某平又被骗走*2=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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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日福
州举行的第34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
会上#海南翡翠城酒业有限公司的产
品引起全国各地商家的关注$

海南翡翠城酒业有限公司!前身
通什酒厂"作为海南唯一一家酒类生
产型企业=%*=年*%月*3日率领旗下
%清雅型白酒' 山兰系列' 海参养生
酒&三大系列*6款产品全新亮相于第
34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 !=%*=*中
国福州"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翡翠
城酒业的特装展厅内#此次展示是翡

翠城酒业继*23$年创业=$年以来的
一次重要华丽亮相#脱离了以前陈旧
滞后的老企业作风#积极创新优质产
品#与国内一流酿造学府江南大学合
作研发#隆重推出具有海南代表性的
%清雅型&系列白酒#其中%海旅酒坊'

海南缘&均受到现场客户及同行品鉴
后的好评#同时展出的还有该公司生
产的海南特色海参养生酒'山兰液系
列产品$

翡翠城酒业=%%3年迁至定安塔
岭工业园#不仅带动了当地的生产劳

动力#同时借助定安得天独厚的富硒
自然资源而生长的富硒大米'富硒水
等多种农作物酿制的多粮美酒#真正
做到*%%>海南酿造# 成为当之不让
的海南人自己的酒$

为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打造海南
本土精品酒类品牌#=%%3年<月经政
府同意项目批复#公司新址迁至定安
塔岭工业园#目前拥有黄酒'白酒'米
酒'保健药酒生产线和国内先进的白
酒'黄酒检测设备#是省内较大的米
酒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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