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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今天从省检察院获悉#该院
定于 !月 "#日举行大接访活动$接访当日#

将分别设立海口和陵水两个接访点$

据了解#海口接访点设在省检察院来访
接待室#地址为%海口市美祥横路国兴大道
海南广场#主要负责接待海口&琼海&文昌&

定安&屯昌&澄迈&东方&儋州&临高&昌江&白
沙&洋浦地区的来访人员$ 陵水接访点设在
陵水黎族自治县检察院办公楼# 地址为%陵
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新丰路$主要负责接待
三亚&万宁&五指山&保亭&陵水&琼中&乐东
地区的来访人员$

据介绍#本次接访内容包括%反映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举报'不服人民检察院
处理决定的申诉'反映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存
在违法行为的控告' 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判
决&裁定的申诉'反映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
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教养机关的活动
存在违法行为的控告'反映人民检察院工作
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控告'加强&改进检察
工作和队伍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其他依法应
当由人民检察院处理的信访事项$

接访时间定为上午 $%%#(下午 !%###

省检察院领导和分&市院领导到时将接待群
众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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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年底#海南蔚蓝色的天空将出现一道新的风
景线(((环岛飞行拉力赛$海南日报记者今
天从有关方面获悉#今年 &"月#首届)中国
环海南岛飞行拉力赛*将在海南举办#届时
将吸引一大批航空运动爱好者前来#推动海
南航空运动产业的发展$

据介绍# 环岛飞行拉力赛将选定海南 '

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作为分站赛#每站时间
为 "天(%天$ 参加活动的航空器#初步计划
有 "# 架动力悬挂滑翔机&"# 具热气球&&#

具动力伞$ 拉力赛拟采用分站赛的形式#每
站完成 %个竞赛科目#分站成绩按 %个竞赛
科目积分总和取前 %名' 分站赛结束后#按
总积分取前 )名和单项前 %名$

拉力赛期间还将举办空中摄影大赛#并
在每个分站城市进行航空运动特色活动和
其他与本土特色相结合的活动$

按照国外航空体育的发展经验#人均年收
入超过 %###美元# 就已经进入航空体育大众
化时代$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去年我国城镇在
岗职工人均年收入已超过 '###美元$但是#我
国航空体育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

借助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东风#今

年 &月 "$日#海南开放 &###米以下低空空
域#为海南旅游业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天空资
源$ 据介绍#在航空体育项目中#热气球&轻
型和超轻型飞机&滑翔机&动力悬挂滑翔机&

动力伞等#均属于低空慢速飞行器#在国际
上被广泛用于空中观光旅游和体验飞行$

此前#国际航联&中国航协&国家体育总
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等方面组
成考察团# 在对海南进行多次考察后认为#

海南的气候和飞行条件十分适合开展航空
运动$ 国际航联特飞委主席&瑞典航协主席
艾维德森评价*)海南将成为全世界飞行者的
乐园$ *

今年 '月#省国资委&海南金林集团&国
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

中航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等达成共识#将共同
在海南开展航空运动#建设国家航空体育训
练基地&国家科技体育训练基地&国家青少
年航空体育培训基地&海南国际航空体育俱
乐部等项目$同时#通过)中国环海南岛飞行
拉力赛*等项目的成功运作#争取促成国际
航联亚洲办事处落户海南$

环岛赛力争今后每年举办一届#打造成
系列性品牌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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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烈日下#数十艘渔船
静静靠泊渔港# 渔民们正忙着清洗船舱#

将网具搬上岸# 并修补破损渔网++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上午 && 时在海口市美
兰区新埠街道办三联村一渔港看到的情
景$ )我们回港准备休渔喽$ *三联村委会
亮脚村渔民老吴笑着说$ 从今天中午 &"

时起#我省 ++&' 艘渔船开始休渔#历时两
个半月$

根据农业部有关休渔规定#南海伏季休渔
从 !月 &)日 &"时起至 $月 &日 &"时止#休
渔区域及休渔对象与去年一样# 即在北纬 &"

度以北至)闽粤海域交界线*的南海海域!含北
部湾"#除单层刺网&钓业外#禁止其它所有作
业类型的渔业捕捞作业$

省海洋与渔业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
我省休渔船只 ++&'艘# 比去年增加 &$艘#

休渔船只占全省渔船总数的 %$,$全省涉及
休渔渔民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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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维护正常的休渔秩序#确保
休渔的顺利进行#我省海洋渔业主管部门将
加强海上执法# 对违反休渔规定的渔船#将
没收其渔获物&渔具&暂扣捕捞许可证#并处
以 !万元以下的罚款#开捕后集中违规渔船
船长和职务船员办班学习 &! 天方准予出
海#并视违规渔船的违规情节#酌情扣减其
年度柴油补贴$

另悉#休渔期间#我省将加大执法力度#

强化海上巡逻监管#采取以下 $项措施落实
休渔制度#堵塞管理漏洞%一是休渔期间严
禁拖网渔船改为刺&钓作业'二是严禁以任
何借口从事拖贝和潜捕作业'三是刺网渔船
只允许携带单层刺网作业#严禁以任何借口
携带双重或三重刺网'四是严禁用任何方式
从事灯光捕鱼作业'五是除中越北部湾渔业
资源联合调查船以外#取消其他以任何名义
进行渔业资源调查的船只'六是持有中越北
部湾协定水域专项捕捞许可证的应休渔船
一律执行南海伏季休渔有关规定#不得出海
生产'七是休渔渔船不得擅自转移停泊地点
和加冰&油等渔需物资'八是渔业辅助船只

不得为违规渔船提供保障和服务$

另悉# 凡持有今年南沙专项捕捞许可
证并已安装南沙渔船船位监测设备# 前往
北纬 &" 度以南海域生产的渔船应全时开
启南沙船位监测设备# 严格执行渔船进出
港报告制度$

洋浦计划年内建7大工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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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今天从洋浦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获悉#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
完善# 洋浦大型工业项目落户和建设速
度加快#今年将开工 . 个投资 &# 亿元以
上大型工业项目$

据介绍#近年来洋浦按照省委&省政府
确定的洋浦 )一港三基地* 的发展定位和
)两大一高*的发展战略#积极招商引资#加
快推进港航物流& 油气化工& 林浆纸一体

化&油气储备等主导产业和重点项目#目前
基本确定在洋浦投资 &# 亿元以上的大型
工业项目有 &'个%已经签约年内将动工建
设的有 .个# 近期将签约有望动工的有 !

个#正在积极推进的特大型项目两个$

记者了解到今年内计划动工的 .个项
目包括%小铲滩作业起步工程&)#万吨对二
甲苯项目&"&# 万吨 /01 项目 &&## 万吨
/20项目&"#!万立方米成品油保税库&%#

万吨级原油码头及配套储运设施工程&%##

万吨液化天然气站线项目$

近期可以签约年内有望动工的 ! 个
项目是% 国家 !## 万方石油战略储备&中
石化 %"# 万方原油商业储备& 华信能源
&"## 万方商业石油储备& 海航集团 "%#

万方成品油商业储备&中汇控股 &!& 万方
油品保税贸易库$这些项目前期推进工作
顺利#争取年内开工$ 另外洋浦还正在积
极推进两个特大型项目# 分别是中海油&

卡塔尔石油国际公司等合资建设的 &!#

万吨乙烯石化项目和中石化海南炼化
"###万吨炼油改扩建工程项目$

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有关负责人介
绍# 根据目前已有的石油化工和油气储备
项目# 洋浦在十二五末或是十三五初炼油
能力将达到 "### 万吨每年# 年产值超过
&"##亿元'油气储备能力将达到 "###万至
"!##万吨#成为国家战略能源基地#兼顾全
球油气资源配置# 逐步成为油气资源和石
油化工品的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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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是第四十三届世界电信与信息社
会日#今年世界电信日的主题为)信息通信
技术让农村生活更美好*$ 记者今天从省通
信管理局了解到#我省 .年累计投资 &.个
亿建设海南)村通工程*#使我省农村从原
来的通信不畅&信息闭塞#到)村村通电话#

乡乡能上网*#再到)电子农民*&网上卖菜#

给我省广大农村带来了喜人变化$

)村通工程*即)村村通电话工程*的简
称#是一项发展农村通信&推动农村通信普
遍服务的划时代工程$ 我国提出将在)十一
五*末实现)村村通电话#乡乡能上网*基本
目标$"##'年初#我省在未被国家列入村通
工程试点省份情况下# 省通信管理局和海
南电信&海南移动&海南联通等本地电信运

营企业就自行组织开展了)村通工程*$ 短
短两年时间# 海南三大电信运营商就克服
了重重困难# 实现了行政村 &##,通电话#

乡镇 &##,通互联网的目标$

"##)年 .月 "%日# 海南联通公司投
资 "##万元兴建的)山顶*和)南美*基站正
式开通运行# 为信息闭塞的白沙黎族自治
县牙和村架起了通往外界的)天路*$ 这个
偏僻小山村告别了不通电话的历史# 从此
村民们再也不用为了打个电话爬上几百米
高的山顶了$

牙和村也成为我省最后一个开通电话
的行政村#标志着我省)村通工程*全面完
成#所有行政村实现 &##,通电话$ )深山无
固话&手机无信号*成为历史$

在解决农民打电话难的基础上# 我省

)村通工程*又将提高农村宽带普及率和健
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作为新的目标% 为农
村普及宽带&在乡村建信息站&为农村党员
开设远程教育网& 为农民量身设计农村信
息服务平台++

文昌市会文镇冯家村 .#岁的李大爷经
常在家里跟远在新加坡的女儿视频聊天$李
大爷家是养虾专业户#以前在养虾过程中常
常碰到难题却不知该问谁#自从村里拉了宽
带#再碰到难题#就可以直接上网搜索答案$

而且通过网络实时了解虾苗与成虾的市场
行情后#虾也卖得更好了$现在#全村 "##多
户人家#有一半人家都经常上网$

一周前# 屯昌县枫木镇枫绿果蔬产销
专业合作社的农民们更是走到了农村信息
化的最前端#)海南省冬季瓜菜质量安全田

头监管 %3系统*在这里正式运用$ 有了这
个系统# 农民可以第一时间将病虫害描述
和照片发送到中央平台# 由中央平台的专
家开出专业治疗处方' 农业主管部门可以
通过平台向信息员和农户提供最新的农业
科技知识和培训资讯' 贴有标签的瓜菜上
市后#利用二维码溯源体系#消费者和商户
还可以通过手机拍码或在海南农业信息网
轻松查到产品生产信息# 确保海南冬季瓜
菜的质量安全溯源++

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付红星告诉记
者#截至目前#全省 "# 户以上的自然村通
电话比率& 乡镇通宽带的比率达 &##,#行
政村通宽带率达到 $'-!,#各电信运营商推
出的农村信息服务平台更是成为农民致富
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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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不用参加高考也能上大学$ 今天#海
南职业技术学院和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单
独招生考试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开考$ 据介
绍#这是自恢复高考以来#我省首次开展高校
单独招生考试$

记者从省考试局了解到# 为搭建中等职
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立交桥*#为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培养各类应用型人才# 今年
我省首次在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和海南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这两所示范性高职院校开展单独
招生考试$ 其招生对象是具有本省户籍的本
省中等专业学校&职业中学&技工学校毕业的

应往届考生!以下简称)三校生*"#以及具有
高中学历的复转军人$ 考生一旦顺利通过本
次考试#不用参加今年高考#就可被这两所高
职院校录取$

据介绍#今年这两所高校计划单独招生
%!#人# 其中海南职业技术学院招 "## 人#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招 &!#人$招生专业
共有 &#个#分别是旅游管理&计算机应用技
术&工程造价&汽车运用技术&畜牧兽医&园
艺技术&营销与策划&会计&工商管理&酒店
管理$

本次考试共有 '%#多人报名# 但是由于
部分考生并不是在我省中职学校毕业# 不符

合报考条件#最终只有 "$&人具备考试资格$

本次单独招生考试主考& 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马乃祥介绍说# 报名人数没有达到招
生人数# 多余的名额会转到两校今年的高招
计划#通过高考录取$

本次考试共分笔试&面试&技能考试三个
环节#满分 "##分!技能考试 &##分#面试 "#

分#笔试 $#分"$ 其中#笔试由省教育厅和省
考试局组织专家统一命题# 主要考查考生的
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基础语文等'面试
则主要考查考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职业素养&

形象气质等' 技能考试主要考查学生在专业
上的实际运用和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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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自去年 &"月 !日奠基动工以
来#作为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大建设项目#海
南航天发射场配套区建设进展顺利# 目前航
天主题公园设计优化方案已经完成$

海南航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关责任
人介绍说#海南航天发射场配套区大部分土
地的征收协议和补偿资金手续已完成#余下
部分或在办理补偿资金手续#或在办理上报
审批手续$而航天主题公园设计优化方案已
经完成#力求打造出一个充满航天科技和海
岛特色的航天主题公园$ 目前#航天主题公
园即将进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阶段$

安置区项目已办完前期部分手续#整体设计

和市政工程设计等工作也已基本完成$预计
海南航天主题公园将于 "#&'年上半年开馆
参观试营业$

海南航天发射场配套区位于文昌市东
郊镇东北侧滨海地区#北起海南航天发射
场控制区# 沿海岸线西南方向延伸 '&##

米# 项目计划总投资 .# 亿元# 规划面积
)#'$-$$ 亩#主要由航天主题公园区&航天
商务服务区和航天生活配套区等三大基
本功能区组成$ 其中航天主题公园是核心
项目#主要包括地球&月球&火星和太阳展
示游览区#现场火箭发射观看区&中国太
空营&太空植物园#以及参观火箭发射中
心游览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