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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游客在三亚亚龙湾海底世界操纵达卡（drakkar）24型运动龙骨帆船出海，体验帆船运动魅力。
旅游旺季到来，三亚景区优化旅游产品供给，增加体验、拓展类项目吸引游客，增加旅游收入。“以往帆船属于高端产品，

游客难以接触到，操纵帆船出海是很新奇的体验，游客满意度很高。”亚龙湾海底世界负责人介绍说。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实习生 刘妞

映着三亚的余晖，一场气势恢宏
的《三亚千古情》大型歌舞表演后，为
期四天的“2016行走中国·海上丝绸
之路华文媒体海南行”今天圆满结束，
10位来自印尼、马来西亚、柬埔寨、菲
律宾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地区的华文
媒体代表一路前行，一路感受海南的
发展变迁。

从海口一路南下到琼海、万宁、保
亭、三亚，所到之处，都能听到他们的
赞叹，“骑楼老街处处洋溢着南洋风”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国际
范十足”“兴隆华侨农场的赤子情让人
赞叹”“《槟榔·古韵》散发着浓郁的少
数民族风情”“三亚的旅游既多元、又
亲民”……

“我打算以游记的形式，用轻松的
语言记录下我在海南的所见所闻，把
海南如画的风情讲给柬埔寨的华人华
侨听。”柬埔寨《金边晚报》社长助理丁
伟安说，让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海南
的美景，还有这里将生态旅游和百姓
生活融为一体的发展理念。

生态旅游无疑是华文媒体代表此

行关注的重点，名声在外的“国际旅游
岛”更是吸引了不少华文媒体代表的
目光。印尼《国际日报》报业集团中国
事务部刘斯协就对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试验区十分感兴趣，“这里整
合了国际先进的医疗和科研资源，是
海南发展国际旅游岛的生动写照，我
要把这一国际资本运作的模式通过
《国际日报》的平台传播出去。”

时隔二十多年再次有机会深入了
解海南的发展变化，香港《大公报》中
国新闻部主任赵汝庆对海南在发展中
发展起来的包容性大加赞赏。“包容性

更强，说明海南更开放，也更国际化。”
赵汝庆认为游海南，就要让游客有留
下来的欲望，因此他建议海南旅游要
多多设置体验式游玩，用高新科技的
手段开发年轻态旅游产品。

马来西亚是海南籍侨胞的主要居
住国之一，万宁兴隆第一代归侨的故
事很受马来西亚《光华日报》总编辑王
平松的关注。“如果有机会，我们想书
写他们赤诚的家国情，艰苦创业的故
事。”王平松认为，这些故事更能激起
老一辈华人华侨的共鸣。

赵汝庆认为，世界各地的华文媒

体在海南宣传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
认为海南可以创造机会抓住各家媒体
的精英读者，“例如海洋经济、文昌航
天卫星发射、三沙发展建设等等都是
可以深挖的主题，以此打造全新的海
南名片。”

“不管是生态旅游、城市变迁，还
是少数民族文化和侨文化，我都要把
它们书写在我们的‘一报四网’媒体平
台上，与万千读者共享，不光讲给老一
代华人华侨听，更要讲给年轻一代
听。”王平松说。

（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良
子）“等了23年，我终于成了海口
人！”今天,李先生从海口市公安局龙
华办证中心民警手中接过户口簿后，
高兴地笑了起来。据了解，李先生是
海口户籍新政实施以来通过积分申请
成功落户海口的第一户。目前，海口
已经有12户通过积分的申请领取到
户籍准迁证。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今天刚从四
川巴中老家返回海口，来不及休息，赶
紧拿着户籍材料赶往龙华办证中心办
理落户。

据了解，李先生是海口第一个通

过积分审批得到户籍准迁证的人。李
先生介绍，几天前，他被通知通过审批
获得准迁证以后，立即在单位请了假，
专程坐飞机赶回四川老家的派出所办
理了户籍迁移证明。

李先生说，他在海口生活20多年
了，海口是他第二故乡，他多次想落户
海口，但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现。

“海南积分落户政策给我们这些长期
生活在海口的外地人很大的福利，我
也是海口人了，我将更努力在海口努
力工作，相信生活会更美好！”李先生
激动地说。

据了解，我省实行省外来琼务工

经商人员积分落户制度。按照控制
总量、优化结构、有序引导的原则，在
来琼务工经商且已办理《居住证》或
者《暂住证》的省外人员中实施积分
落户制度。积分指标体系由基础指
标、加分指标、减分指标和一票否决4
项指标组成。落户分值为80分，达
到落户分值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
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在申
请人工作地或者实际居住地的公安
派出所或者办证中心申请办理户口
迁移手续。

海口警方表示，在受理居民申请
落户时发现，不少省外务工经商人员

在琼居住年限足够长，却因未在琼缴
纳社会保险而不满足积分落户条件。

“有的申请人更换工作岗位或者自主
创业后，没有再交纳社会保险；还有一
些申请人没有办理暂住证和居住证，
或者劳动合同、暂住证等材料丢失，难
以证明其就业和居住等情况，都是积
分不足的主要原因。”

警方提醒，非政府部门颁发的获
奖证书，不符合加分条件。此外，符合
积分落户条件的居民还需凭个人身份
证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机构（地址：滨
海大道琼泰大厦）打印个人无信用不
良记录的诚信证明。

本报临城11月24日电（记者金
昌波 实习生邓洁仪 通讯员薛逢侠）
今天上午，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环境资源审判巡回法庭正式挂牌成立
一个多月后，在临高县巡回审判点公
开开庭审理了首起环境资源案件。

该案系一起因排放污水超标遭
行政管理部门处罚引起的行政案件，
负责运营临高县污水处理厂的海南
桑德水务有限公司不满万元罚单，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临高环保部门
及县政府告上法庭。

据了解，2015年4月9日，临高
县环境资源监测站对原告临高县污
水处理厂出水口排放的污水进行抽
样监测。同年8月4日，被告临高县
生态环境保护局以该污水抽样监测
报告为依据，认定原告存在环境违法
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
告处以人民币1.1万余元的罚款。

同年9月，原告向临高县人民政
府提起行政复议，临高县人民政府经
审核做出维持原处罚决定的《行政
复议决定书》。随后临高县污水处
理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
院裁判撤销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
和《行政处罚决定书》。海南二中院
依据海南省委和海南省高院对于环
境资源审判改革精神，集中管辖并
提级审理此案。

海南二中院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9月26日，海南二中院在鹦哥岭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霸王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设立了两个巡回审判法庭，还
在辖区东方市、临高县、乐东黎族自
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设有4个环境
资源巡回审判点。“以上地区环境资
源案件将实施集中管辖、提级审理，
均由海南二中院进行一审裁判。”

法院当庭没有判决。

海南二中院环境资源审判巡回审判点公开开庭审理首起案件

水务公司不满万元罚单状告环保部门

海口多部门联合执法
查处海玻市场私宰猪肉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见习记者陈嘉博)近
日，有市民举报海口海玻农贸市场部分猪肉摊位
销售未经检疫的猪肉。针对此事，秀英区多部门
进行联合调查，记者从区食品药品监督局了解到，
该市场共有两个摊位17公斤猪肉被查出属未经
检疫猪肉，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秀英区食品药品监督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到举报之后，由秀英区食品药品监督局牵头，
与秀英区农林局、公安分局、工商局、动物检疫
分站以及海玻市场管理中心组成联合执法组，
于当日对海玻市场猪肉摊位展开突击检查，发
现13号摊主和52号摊主所售卖的部分猪肉是
未经检疫的私宰猪肉，总计17公斤。执法人员
立即没收了这批可疑猪肉。

13号摊主表示，私宰猪肉多是农村里喂养
的猪，因为不经检验直接进货成本低，自己才将
私宰肉混入过检肉中出售。

据了解，未经检疫的私宰猪肉之所以流入
市场，其根源在于私设私宰点。“私宰点就是私
宰猪的根，打掉了这种源头，就没人给摊主提供
货源了。”秀英公安分局副局长卓学智表示，近
年来，公安机关在长流镇、永兴镇打掉了多个私
宰点，今后还将加大打击力度。

“私宰肉在市场上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发
现一起打击一起，让商贩清楚认识到违法的成
本和代价，就不会为了蝇头小利再去触碰食品
安全的红线。”秀英区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张清
华对记者说，今后秀英区联合执法将不定期化、
常态化、细节化、高效化运作。通过联合执法，
不放过食品安全任何一个细节，追根溯源，坚决
断绝私宰猪肉流入市场。

华文媒体人盛赞海南发展变化

醉心海南风情 书写海南故事

时 间：11月26日（周六）上午9：00-
11：30

主讲人：汪向东（中国社会科学院信
息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讲座主题：农村电商扶贫的理论、进
展、挑战与对策

讲座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
一楼报告厅

讲坛办电话：65335787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不需要凭票入场）

国际旅游岛讲坛
第270场讲座预告

检验山洪灾害系统预警体系

定安举行山洪灾害
防御演练

本报定城11月24日电（记者邓钰 特约记
者司玉 通讯员黄祥）为检验山洪灾害系统预警
体系的可行性，强化广大人民群众的防灾避灾意
识，定安县于日前举办了2016年度山洪灾害防
御演练，该县水务局、三防办、应急办、龙河镇政
府等相关单位和村民等91人参加了演练活动。

“各位村民请注意，这里是定安县三防指挥
部，龙河镇西坡村目前1小时降雨量为90毫米，
已超危险指标，请大家立即转移到安置点。”伴随
着预警器的洪亮声响，预警广播发布了准备转移
的预警信息，在五位身着救生衣的队员带领下，
数十位村民有条不紊地跑至安置点。

在安排群众撤离之后，监测员发现危险区
还有遗留的受伤群众，医疗组迅速赶往现场救
援，帮伤员包扎伤口后，为伤员量血压，检查身
体。经过近1个小时的演练，村民全部转移到
安置地点，后勤保障组为每一位村民分发保障
物资，指挥部正式解除一级应急响应和行动。

“通过这次演练，我学习到了很多防御山洪
灾害的常识，以后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我肯定会
从容应对。”龙河镇高坡村村民陈书升对记者
说。据悉，此次演练活动中，各职能单位密切配
合，各负其责，各环节紧密衔接，人员撤离井然
有序，检验了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和抢险的可操
作性、合理性和对意外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国家文化部“春雨工程”
惠民演出慰问海军某部

本报三亚11月24日电（记者孙婧 通讯
员关亚斐 薛成清）近日，国家文化部“春雨工程
—川吉文化志愿者海南行惠民演出·部队专场”
在驻三亚海军某特种作战团举行。

据了解，演出节目包括朝鲜族歌舞《长鼓
舞》《顶水舞》、川剧《变脸》等节目，部队官兵们
展示战斗情形的武术表演《蛟龙突击》，志愿者
们的柔美舞蹈和部队官兵的血性刚强交织，点
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

据悉，“春雨工程”是文化部、中央文明办从
2011年起实施的一项重要惠民工程，而全国文
化志愿者边疆行作为“春雨工程”内容之一，融
合文化、志愿、边疆、少数民族4个元素，搭建内
地与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帮扶和交流的平台。此
次专场演出由四川省文化厅、吉林省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文广局、海南省文体厅主办。

当代画家苏百钧
工笔画展椰城开幕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林敏）今天上午，由海南
省文联、中国美协、中央美院、中国艺
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和海南省美协主办
的“闳约逸致——苏百钧工笔画展”在
省博物馆开幕。

此次画展展出的作品由当代画家
苏百钧亲自挑选，共展出包括其《追忆
的故园》《春寒》等在内的近40幅大幅
工笔画作品。苏百钧的工笔作品以花
鸟等自然界景观为主，其风格静雅恬
淡，在传统工笔的技艺之中融入了山
水画的色彩、光影等。展览将从11月
24日持续至12月2日，公众可前往省
博物馆免费参观。

我省将举办“候鸟”
人才专场招聘会

本报海口11月24日讯（记者王
培琳）记者今天从省人力资源开发局
获悉，为促进来琼休闲度假、过冬疗养
的“候鸟”人才与我省用人单位供需的
有效对接，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拟于今
年12月底前举办“候鸟”人才专场招
聘会，这将是我省首次“候鸟”人才专
场招聘会。

相关数据显示，每年冬季来海
南过冬的“候鸟”超过 100万人，其
中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在
8000 人—1万人之间，其中相当一
部分“候鸟人才”希望在休闲度假的
同时发挥余热，为海南提供柔性智
力服务。

目前，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正在统
筹全省各市县就业局和各单位组织本
地区、本系统的用人单位和“候鸟”人
才报名。用人单位、“候鸟”人才分别
填报《海南“候鸟”人才专场招聘会职
位信息表》《海南“候鸟”人才信息登记
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将进行信息汇
总，并根据登记信息，有针对性地举办

“候鸟”人才专场招聘会。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相关工作人员

提醒，各类用人单位和“候鸟”人才，均
可报名参加招聘会，用人单位、“候鸟”
人才也可直接登录“海南候鸟人才服
务网站”（www.hnhnrc.cn）进行求职
登记。

在来琼务工经商且已办理《居住证》或者《暂住证》。

积分达到80分落户分值者，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
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可到辖区派出所申请
登记海口常住户口。

需提交的材料：就业年限、缴纳城镇社会保险、连续
居住时间、住房、居民户口簿等证明材料。

如果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申请积分落户一般在21
个工作日内办结。

增加旅游产品 引客源开财路

海口积分落户“第一人”喜领户口簿

“等了23年，我终于成了海口人！”

积分落户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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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图/陈海冰
李先生从龙华办证中心民警手中接过户口簿。 本报记者 良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