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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名竹竹纤维本色纸，一上市即引起媒体关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选一

款健康的生活用纸是每个家庭最为关
注的， 纸上名竹竹纤维本色纸是御航
礼博院电商团队历时 518 天市场调
研，深入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四川
等竹林核心产区， 最终选用四川优质
慈竹做原料， 与国内知名竹浆纸生产

企业合作， 打造纸上名竹竹纤维本色
纸品牌。

4 月11 日，南都晨报以“用纸上名
竹享健康生活 御航旗下品牌纸上名
竹本色纸上市” 为标题报道纸上名竹
竹纤维本色纸上市的消息， 引起全国
数十家媒体转载报道。

为此， 纸上名竹品牌运营商特开
展一系列特惠促销活动， 以回馈消费
者的厚爱，原价 14.9 元一提的纸上名
竹竹纤维本色纸，活动价仅需 9.9 元，
满 200 元再送熊猫玩偶一只， 网上下
单，提供送货上门服务。（促销活动截
止日期：2018年 5月 8日）

纸上名竹竹纤维本色纸原材料通
过国家 SGS检测认证、 美国食品药品
管理局（FDA 全称） 和欧盟食品级检
测，安全放心。竹纤维中蕴涵天然的竹
鲲，具有抗菌、抑菌、除螨、防臭和抗紫
外线功能，选材环保健康。纸上名竹是
你居家生活的首选生活用纸品牌。

纸上名竹
竹纤维本色纸
已在淘宝、阿
里巴巴、 拼多
多等电商平台
销售， 需要订
购的亲们可以
在上述平台上
选购， 上市促
销期间优惠多
多。 后期将与全国各线下渠道商及各优
秀电商平台、 商家展开深层次合作，为
消费者持续提供健康、环保的高品质竹
纤维本色生活用纸产品。

纸上名竹竹纤维本色纸，诚招全国
各地分销合作伙伴、 电商一件代发合作
伙伴，公司自有御航云仓储品牌，建有专
业仓储基地， 可为全国各地电商客户提
供仓储快递外包发货等综合服务。 财富
热线：156�7276�6999�����������（陈文涛）

▲淅川县丹江英赛特减振器有限公司（税号
411326757138597） 发票代码 4100061650， 发票号
03704797～03704812 共计 16份丢失，声明作废。

4 月 14 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的指导意见》 正式对外
发布。有关专家认为，意见赋予
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重
大责任和使命， 将为海南深化
改革开放注入强大动力， 推动
海南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新标杆， 形成更高层次
改革开放新格局。

看点一 : 中央赋予海南哪
些新使命？

意见对海南作出了新的四
大战略定位：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
验区。 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 把海南打造成为我国面
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
开放门户。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为推
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经
验。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大力推进旅游消费领域对外开
放，打造业态丰富、品牌集聚、
环境舒适、 特色鲜明的国际旅

游消费胜地。
———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

障区。 深度融入海洋强国、“一
带一路”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
重大战略， 提升海南在国家战
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看点二： 海南将擘画怎样
的发展新蓝图？

意见对海南发展明确规划
了“四步走”的发展目标：

2020 年，与全国同步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自由
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重要进
展，国际开放度显著提高；

2025 年，经济增长质量和
效益显著提高； 自由贸易港制
度初步建立， 营商环境达到国
内一流水平；

2035 年，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走在全国前列； 自由
贸易港的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
更加成熟， 营商环境跻身全球
前列；

到本世纪中叶， 率先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形成高度市
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现代化
的制度体系， 成为综合竞争力
和文化影响力领先的地区。

看点三： 海南如何打造现
代化经济体系？

意见明确提出， 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从四个方
面撑起海南现代化经济体
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提高基
础设施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其中， 在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方面， 意见围绕提高供
给体系质量亮出具体措施，包
括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推动
旅游业转型升级， 统筹实施网
络强国战略、 大数据战略、“互
联网+”行动，高起点发展海洋
经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强
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等。

看点四： 海南自由贸易港
将是什么样？

意见明确， 将按照先行先
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突出
特色的原则， 分两步在海南推
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第一步是在海南全境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 赋予其现行
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政策；

第二步是探索实行符合海

南发展定位的自由贸易港政
策。

其中， 围绕探索建设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意见指出，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要体现中国
特色，符合海南发展定位，学习
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建设经
验， 不以转口贸易和加工制造
为重点，而以发展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
导， 更加强调通过人的全面发
展， 充分激发发展活力和创造
力，打造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
开放型经济。

看点五： 国际旅游岛建设
将亮出哪些新举措？

意见明确提出要创新促进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体制
机制。 一系列含金量极高的新
政策和新举措为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拓展旅游消费发展空间
方面， 意见提出海南实施更加
开放便利的离岛免税购物政
策，实现离岛旅客全覆盖，提高
免税购物限额； 支持海南开通
跨国邮轮旅游航线； 有序推进
西沙旅游资源开发， 稳步开放

海岛游； 制定支持境外患者到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诊疗的便利化政策； 探索发展
竞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
事即开彩票； 大力推进海南旅
游消费国际化等。

看点六： 海南如何服务和
融入国家重大战略？

意见明确提出， 支持海南
履行好党中央赋予的重要使
命， 持续加强支撑保障能力建
设， 更好服务海洋强国、“一带
一路”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国
家重大战略实施。

在服务海洋强国方面，意
见提出加强南海维权和开发服
务保障能力建设。 加快完善海
南的维权、航运、渔业等重点基
础设施， 显著提升我国对管辖
海域的综合管控和开发能力。

意见对海南如何服务和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明确要
求， 要求海南充分利用博鳌亚
洲论坛等国际交流平台， 推动
海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开展更加务实高效的合
作，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战略支点。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