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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符桂花一行今天到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调研各乡镇! 农场县乡人
大换届工作进展情况" 该县已按照计划完
成第一阶段即宣传发动准备工作各项任
务#顺利进入第二阶段即选民登记阶段"

据了解#各乡镇和农场在 !月 !日前普
遍召开人大换届选举动员会# 采取电影下
村!悬挂标语!编发工作简报等形式广泛宣

传发动#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成立换届选举
工作机构!划分选区!分配代表名额和举办
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骨干培训班等工作"

第二阶段选民登记阶段从 ! 月 "# 日
开始" 针对近年来劳务输入人员增多!流动
人口增多# 给选民登记工作增加难度这一
情况#符桂花要求#各乡镇和农场要把好法
律关!政策关#选民登记工作要做到不错!

不重!不漏#确保 "#月 $%日公布选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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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将进
入秋分节气#气候的变化将呈现北方干燥南
方多雨的特点" 来自省气象部门的预报显
示#本周后期海南将迎来一轮强降水"

省气象部门专家解释# 从秋分这一天
起#我国气候主要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阳
光直射的位置继续由赤道向南半球推移#北
半球昼短夜长的现象将越来越明显#白天逐

渐变短#黑夜变长#直至冬至日达到黑夜最
长#白天最短%二是昼夜温差逐渐加大%三是
气温逐日下降#一天比一天冷#逐渐步入深
秋季节" 而南半球的情况则正好相反"

按照气象意义上的标准#日平均气温连
续 '天小于等于 $$!#大于等于 "#!#这其
中的第一天算为入秋" 据相关监测资料显
示# 海南目前的日平均气温都在 $$!以上#

所以海南现在仍然处在夏季当中"

随着秋分节气的到来#太阳直射的位置
移至南半球#北半球得到的太阳辐射越来越
少#地面散失的热量较多#气温降低的速度
明显加快"此时#来自北方的冷空气团#已经
具有一定的势力#这时夏季风逐渐为冬季风
所代替#冷空气南下逐渐频繁"此时#我国北
方地区降水明显减少#秋高气爽#气候干燥"

而东南沿海#特别是华南沿海和海南岛还可
能会有热带天气系统造成的大暴雨降临"

据海南省气象台 "!日 "(时的预报#陆
地上#本周多雨#后期有强降水过程"具体预
报显示 "!日夜间到 $#日白天$全岛多云有
雷阵雨#其中中部!东部局地有暴雨#全岛最
低气温在 $$!)$%!之间#最高气温在 $!!

)&$!之间" $#日夜间到 $"日白天$全岛多
云#其中中部!东部!西部!南部的局地有小
阵雨#最低气温在 $"!)$'!之间#最高气温
在 $!!)&&!之间" $"日夜间到 $$日白天$

北部!西部地区多云有小阵雨#局地有中雨%

中部!东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中雨#局地大
到暴雨%南部地区多云有中雨" $$日夜间)

$'日$受热带辐合带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

全省有一次强降水过程#省气象部门提醒有
关部门注意市政排水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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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567 +,-89:"今天
上午#在省委统战部的牵线!支持下#海南
国际奥林匹克集团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吊罗山乡卫生院捐赠了 "##万元# 用于改
善该院的医疗条件" 此举也标志着省统一
战线服务科学发展琼中实践基地第三批项
目正式启动"

据悉#服务科学发展琼中实践基地第三
批项目共建 &&个#涉及资金 (*#多万元#主
要涉及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业服务!社会

服务!公益扶贫!小额信贷等" 同时#通过海
南中华职教社积极开展&三社帮一村'活动#

培训小额信贷员 &##名#贷款农户 &###人#

发放支农小额贷款 &###万元"

据了解#省统一战线服务科学发展实践
琼中基地第一批项目于 $##!年 (月启动#

在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及统一战线人士的
共同努力下#两批项目启动以来#总投资额
达 !+&,("万元#促成 (&个项目顺利实施"

省政协副主席! 省委统战部部长王应
际出席了今天的项目启动仪式"

6个风情小镇总规控规审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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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全部完成(海南国
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 中确定的 $$

个特色风情小镇总体规划修编及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编制工作# 是今年我省规划编制
工作的重点任务" 目前#各市县风情镇编制
建设进展顺利# 绝大多数乡镇都已完成总

规修编#部分乡镇完成控规编制#部分乡镇
控规处于审批阶段"

据了解#海口云龙镇!万宁兴隆农场!

五指山水满乡!定安龙门镇!陵水新村镇!

昌江昌化镇等 %个乡镇的总体规划和控制
性详细规划已编制完成# 并由各市县政府
审批通过" 海口演丰镇!三亚天涯镇!琼海

博鳌镇!文昌东郊镇等 "$个特色风情镇的
镇*乡+总体规划修编及控制性详细规划编
制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东方天安乡!琼中
营根镇!白沙牙叉镇!澄迈福山镇 *个乡镇
正积极组织规划设计单位进行规划编制"

根据已评审通过的(海南省特色旅游小
镇*村+总体规划)#全省将筛选建设 '#个特

色旅游小镇和 "##个风情村#将重点规划建
设生态人居型!历史文化型!民族民俗型!特
色产业型!旅游接待型!主题创意型!复合型
等七类特色旅游小镇 *村+" 近期规划投资
&&,('亿元# 力争到 $#"'年成功打造出 $'

个特色旅游小镇!'#个特色旅游村#其中 "#

个旅游名镇!$#个旅游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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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今天下午#以提升海南旅游品质
为宗旨的海南省品质旅游促进会在海口成
立" 该会由海南康泰旅行社!省旅游协会旅行
社分会!旅游景区分会!旅游饭店分会!旅游教
育分会!省旅游发展研究会等共同发起成立"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副省长谭力专程
发来贺电" 谭力在贺电中说#提升旅游品质
对于维护旅游市场秩序! 提高旅游服务质
量!丰富旅游产品体系!保障旅游者的合法

权益!促进旅游市场健康发展和提升国际旅
游岛的对外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月 &"日# 国家旅游局等中央十部门
联合发出通知#就 $#""年 !月全国&质量
月'活动作出部署#要求各级旅游部门和旅
游企业在全国&质量月'活动中以旅游服务
质量提升工作为核心# 通过开展旅游标准
化试点!培育品牌旅游企业等活动#全面推
进旅游企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大力提升旅
游企业服务水平及旅游窗口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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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上午# 海南三道湾大区小镇旅业有限公司
与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在海
口举行大区小镇综合管理运行平台项目签
约仪式# 共同打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

区小镇综合运营平台"

据了解# 大区小镇综合管理运行平台
项目总投资达 &###万元人民币#预计三年
内分三个阶段完成" 该项目将通过运用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体化信息技术# 对资
源优化整合#实现数据间直接交换运算#减

少信息流转中间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
管理效率#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打造海南
国际旅游岛信息化建设的典范"

据介绍# 三道湾大区小镇新村建设#主
要是对保亭三道镇 *! 个传统农业村的新
农村改造和旅游开发建设# 涉及近 $万农

民的脱贫致富# 实现传统种植农业向先进
观光农业的转型升级" 项目涵盖了现代农
业!生态养殖!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酒
店!演艺!学校!商业!物流等众多产业的运
营和管理# 建设周期 %至 +年# 具有投资
大!周期长!难度高等特点#是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中#农民&不离乡!不失地!不失居!就
地保增收模式'的有益探索" 目前首个示范
项目,,,什进村改造项目已初见成效"

此次大区小镇综合管理运行平台项目
的签约# 将为三道湾大区小镇新村建设顺
利推进#实现信息化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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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安部 +月 $$日部署&打四黑除四害'专
项行动以来#我省公安机关全力投入&打四
黑除四害'专项行动#截至 !月 "%日#警方
查处赌博案件 "'起# 抓获涉赌人员 '%人#

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果"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 我省各地公安机关共出动警力 $+##余人
次#出动警车 ''#多辆次#排查重点场所 $+##

多处次#接到群众举报线索 "($条#其中涉及 +

个市县#有效举报 ""%条#具体为$涉赌举报 %%

条!涉黄举报 "'条!制售伪劣食品举报 $#条!

制售假证举报 (条!涉毒举报 +条"目前#这些
举报线索已经全部转交各有关市县办理"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透露# 目前专项行
动的重中之重是查办&地沟油'案件!防止&瘦
肉精'死灰复燃"我省当务之急是排查发现&地
沟油'进入食品领域案件#包括前一阶段公安
部转办线索的&瘦肉精'案件的追逃和残存产
品的收缴" 省公安厅要求#各地公安机关要立

足社区#全面收集摸排掏捞!粗加工!收购地沟
油线索#专案侦查经营#坚决查明用地沟油非
法炼制食用油的生产源头#彻底摧毁产!储!销
犯罪网络" 此外#省公安厅还邀请质检和工商
部门专家#就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解决食品
添加剂和地沟油的专业问题进行系统培训"

根据部署# 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加大摸
排!侦办案件力度" 海口市公安局组织民警
深入城乡结合部!&城中村'! 厂房车间等重
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 根据群众举报#

有针对性核查涉及&地沟油'线索 (条#涉赌
线索 "#条#并采取有效措施实施打击处理"

陵水黎族自治县公安局配合由县政府组织#

商务!工商!药监!防疫等部门联合参与的打
击!取缔私宰生猪联合检查专项行动#取缔
违法私宰场 +处!扣押猪肉 $'#斤"

据悉#为严厉打击&四黑四害'违法犯罪
活动#迅速查办一批重点案件#省公安厅已
于近日组织工作组深入重点市县进行侦查#

从中确定一批重点线索#锁定一批制售有毒
有害!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案件的&黑作坊'!

&黑工厂'!&黑市场'!&黑窝点'"在掌握和固
定证据的基础上#调集优势警力#力争抓获
一批违法犯罪分子! 查获一批赃款赃物!打
掉一批作案团伙和窝点# 铲除一批盘踞在
&四黑四害'中的黑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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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Q !!">R"第七届泛珠三角
媒体合作峰会于 !月 "!日在江西省南昌
市举行"来自&!-$'泛珠三角区域主流媒体
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商合作大计"

本届泛珠媒体合作峰会以 &协作-创
新-共赢'为主题#总结泛珠三角区域主流
媒体一年来交流与协作的进展与成效#同
时围绕泛珠三角媒体如何融合借鉴新的传

播理念!新的传播手段#强化互惠互通!协
调合作#实现共促共赢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议签署了泛珠三角媒体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今后#泛珠三角区域媒体的合作
将更加多元化#加强包括新闻!发行!广告!

新媒体等方面的全方位合作"

会议确定#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承办
下一届泛珠三角媒体合作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