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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欢迎扫描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10 月 30日，海南亚
太通用航空公司和驼峰跳
伞俱乐部携手在儋州市西
庆基地举行跳伞基地运营
启动仪式。当日13时许，
西庆通用机场总经理宋旭
东和飞行员何玉平驾驶进
口208飞机，载上两名俄
罗斯跳伞运动员在天空中
盘旋。随后，俄罗斯跳伞
运动员科恩科、亚力山大
在 1000 米高度跳出舱
门，5分钟后精准在预定
的地点着陆。

特约记者 吴文生 摄

跳伞基地
启动运营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高珏）今天上午，海口⇌
四川广元旅游暨航线产品推介会在海
口举行，对航线和旅游资源进行了推
介，两地将相互成为旅游目的地和旅
游客源地，实现两地资源互补，激活旅
游内生动力。

据了解，广元至海口直飞航班于
10月29日通航，由广西北部湾航空
有限公司执飞，执飞机型为 E190，
105座。每周一、三、五、七上午9时
15分从海口机场起航，11时35分抵
达广元机场，12时15分从广元返航、
14时35分抵达海口机场，属于白班
商务时刻，更便于出行，最低票价优惠
至两折起。

海口⇌广元两地
直飞通航

本报海口10月 30日讯 （记者
叶媛媛 特约记者袁迎蕾 通讯员李
凡）记者今天上午从海南省气象部门
了解到，预计本周琼岛将有较大幅度
降温，前期和中期天气较好，后期降
水较明显，中后期南海南部可能有热
带扰动发展。

陆地方面：预计10月31日，受
冷空气影响，全岛大部分地区有分散

小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7℃—
29℃，其余地区24℃—27℃，全岛最
低气温18℃—21℃。

预计11月1日—3日白天，受东
北气流影响，全岛以多云天气为主；最
高气温28℃—31℃，由于辐射降温，1
日和 2 日夜间最低气温中部山区
15℃—18℃，其余地区18℃—21℃ 。

预计3日夜间—5日，受冷空气

和南海南部热带扰动共同影响，海南
岛东部和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
地区有小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地区
27℃—29℃，其余地区24℃—27℃，
全岛最低气温19℃—22℃。

另外，预计11月2日，南海南部
海域可能有热带气旋生成，之后将向
偏西方向移动，对海南省陆地和近海
无直接影响。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
生卢进梅）昨晚播出的第62期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中，深受大家喜爱的乡间小课堂带观众“走进”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六弓乡，向农技专家学习六弓
鹅的生活习性、养殖场地、饲养管理等知识。

六弓鹅合作社成立于2012年，养殖基地占地
112亩，总共有6名饲养员在这里工作，其中就有
4位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合作社在为他们提供工
作岗位的同时，也向他们教授一些六弓鹅的养殖
技术。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的兽医讲师潘先宛现场
讲解和示范养殖技巧，他还从水池消毒、料草选
择、防暑措施、养殖地点、鹅舍建造、生活习性等多
个方面介绍了六弓鹅的饲养管理要点。想通过养
鹅脱贫致富的农民朋友可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视
台收看这期节目。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教授养鹅技巧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陈
雪怡）今天下午，2017年海南省土地
督察情况通报会在海口市举行。会
议通报了今年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
对我省开展的省域土地例行督察工
作情况，反馈督察发现的主要问题
和需重点关注的问题，传达国家土
地总督察的最新要求，并提出具体
的整改意见。

通报会上，国家土地督察广州局
相关负责人指出，通过此次督察，发现
海南省域范围内的普遍性问题是耕地
保护责任落实不力问题较为突出，包
括未按期兑现耕地“占优补优”承诺，
土地整治项目推进缓慢等，具体在耕
地保护、土地利用、土地执法等方面，
还存在闲置土地处置不到位、违法违
规占地等问题。会议强调我省需重点

关注耕地保护与管理问题凸显、土地
资源约束与粗放利用问题并存、违法
用地总量出现反弹等3个方面的问题
和情况，要求我省认真做好下一步重
点工作，力争确保在11月底前达到整
改率90%的目标任务。

据介绍，此次督察发现我省在土
地利用和管理方面的6大方面23类
3533个问题。对此，我省高度重视，

立行立改、精心部署、明确责任，采取
有效措施积极主动推进整改。截至
10月30日，已整改问题2406个，整
改率68.1%。通过整改，处置闲置土
地51宗、2397亩，查处违法用地575
宗，收缴罚款3044万元，拆除违法建
筑物22.8万平方米，没收违法建筑物
204.8万平方米。

下一步，我省将加强推进组织领

导到位、责任明确到位、措施落实到
位、督促指导到位等4个方面的工作，
继续加大跟踪督办力度，认真抓好各
类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确保事事有着
落、件件有结果。同时，以土地督察问
题整改为契机，对普遍性问题进行深
入研究，举一反三，不断健全完善土地
利用管理长效机制，提升我省国土资
源服务保障水平。

2017年海南省土地督察情况通报会举行

健全完善土地利用管理长效机制

本报三亚10月30日电（记者孙
婧 通讯员周莹）在微信小程序上进
行人脸识别和实名认证，进而一键
签收电子版法律文书，短短一分钟
的操作，省去了律师三天两头奔波
的麻烦。这是今天上线的“三亚智
慧法院电子送达平台”，在优化了法
律诉讼流程后，也成功解决了“送达
难”问题。

据悉，“三亚智慧法院电子送达
平台”，是三亚市两级法院、三亚市司
法局与腾讯公司合作的一项“智慧法
院”建设成果。该平台基于微信小程

序运行。三亚市司法局律师库在册
律师可以通过这一小程序，进行人脸
识别实名认证。而法院工作人员可
以将电子版的诉讼文书一键推送给
认证过的律师，同时自动生成送达回
执。这既减少了案件文件打印、发送
快递和记录签收等工作步骤，也避免
了纸质材料丢失的风险和人为失误
操作。

“以前一个案子很多流程都有相
关文书送达，需要律师本人亲自来法
院签收领取，这样来回奔忙耽误很多
时间，实现电子送达后，优化了办案

法官、案件委托诉讼代理律师之间的
沟通流程，极大提高彼此的工作效
率。”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邓振海
为此举措点赞。

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三亚市中
级人民法院和三亚市司法局今天签
署了《合作框架协议》，这一平台建
设，是其中的一项合作内容。该合
作框架协议提出了38条具体合作内
容，涉及两家司法机构在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建设的合作、法律职业
共同体作用发挥和保障的合作、社
区矫正工作的合作、司法鉴定工作

的合作、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等五大
合作项目。

据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工
作人员透露，“三亚智慧法院电子送
达平台”下一步还将开通诉讼当事
人的认证识别、电子阅卷等更多功
能等。

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庆
表示，三亚市两级法院和市司法局将
进一步合作，推进诉讼服务中心升级
版的建设，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
的司法服务，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司法
综治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三亚智慧法院电子送达平台上线

电子版法律文书 微信一键签收

国开行海南分行向海胶
发放2亿元扶贫贷款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官蕾 通讯员
娄雪冰）国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日前向海南天
然橡胶产业集团（以下简称海胶集团）发放2亿
元扶贫贷款，支持海胶集团通过收购垦区贫困
户橡胶胶水的帮扶方式，带动临高、保亭、白沙、
琼中及五指山5个市县近200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就业。这是记者今天从国开行海南分行获
悉的。

近年来，国开行海南分行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通过扶智建制、派驻专员、搭建平台、产
业扶贫等多种方式，助力海南打赢脱贫攻坚战。
截至目前，国开行海南分行已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10.87亿元，惠及7个市县、37个贫困村、6743个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累计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
16.56亿元，惠及18个市县，支持贫困学生11.36
万人，防止因学致贫，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以
物资捐赠、组织青年志愿服务、搭建“网络教室”等
一系列特色帮扶活动，定点帮扶屯昌县更丰村，累
计实现该村34户173人脱贫。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
生王茹仪）今天上午，来自波兰卢布斯卡的代表团
在海口进行商务推介，他们表示十分期待与海南
在经贸、教育、旅游、文化等领域加强合作交流，并
邀请海南商务代表团到卢布斯卡考察交流。

“卢布斯卡省与海南省结为友好省份已有11
年，我们十分期待加入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与
海南展开更广阔深入的合作交流。”波兰卢布斯卡
省议员、顾问沃克劳·马修斯佐内克在推介会上介
绍说，卢布斯卡省位于波兰西部，拥有完善的公
路、铁路及航空交通运输网，在汽车、食品加工、造
纸、金属机械加工等行业有较好发展，也规划了经
济特区的投资土地。

推介会上，10家卢布斯卡省企业代表与13
家海南企业代表分别进行了推介交流。波兰卢布
斯卡省Inter-Castor锅炉有限公司主攻钢结构
建筑市场，该公司负责人沃德马·哈西奥说：“希望
能与海南相关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更多交
流，推动双方在生产技术上有质的飞跃，以此加深
海南与卢布斯卡的交往交流。”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积极以友城为支点
促海南对外交流与合作，多措并举简化行政审批，
不断提升服务外商投资企业能力，努力营造更加
便捷、高效的外商投资环境，提升海南对外开放程
度。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在海南设
立及变更事项，审批办结时间由18天缩减为3
天，审批效率大提速。

波兰卢布斯卡省
在海口进行商务推介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金
昌波 通讯员张淦淋）日前，由省检察
院主办的2017年度海南省检察机关

“法治进校园”全省巡讲活动首站走进
五指山市，为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近
千名学生带来一场“远离暴力、珍爱青
春”的主题宣讲。

此次“法治进校园”全省巡讲活动
聚焦校园欺凌等热点问题，选取发生
在学生身边的典型案例作为题材，通
过学生喜闻乐见的动漫、喜剧、互动参
与等多种形式进行释法说理，让学生
听得懂、喜欢听、记得住。

据悉，根据省检察院和省教育
厅的计划，2019 年 5 月底前，全省

“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将实现全
省所有中小学生和高职学校学生
全覆盖。

检察机关启动
“法治进校园”巡讲

全省平均气温略偏高
降水略偏少

11月可能有1个
热带气旋影响海南省

11月上旬中后期
11月下旬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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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灵山片区
改造二期启动征收
计划投资约75亿元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陈亮）10月28日下午，
海口市美兰区灵山片区改造项目（二
期）征收工作正式启动。项目计划投
入资金约75亿元。

据了解，灵山片区是海口美兰国
际机场所在地，也是进入海口城区乃
至海南的门户和窗口，该项目涉及土
地总面积2711.15亩，4570户，13755
人，建筑总面积约 82.49 万平方米。
根据征收工作需要，新范围共划分成
三大片区，分别是机场搬迁村庄片
区，涉及土地约1187.74亩，802户，
2489 人，建筑面积约 31.14 万平方
米；镇墟片区，涉及土地约822.12亩，
3768户，11266人，建筑面积51.35万
平方米；农用地片区，涉征农用地面
积约701.29亩。片区改造将进一步
提高海口城市发展水平和城市总体
形象。

省气象部门提醒:
近几天琼岛大部分地区有气温

下降，公众需根据天气变化适时添加
衣物；此外，农事方面，琼岛北部、中
部和南部地区成熟晚稻趁本周前、中
期天气较好及时收割晾晒。橡胶需
适当减少割胶次数，并根据情况追施
一些有机肥和少许磷肥让胶树积累
一些养分过冬。

本周有较大降温 最低气温15℃
前期和中期天气较好 后期降水明显

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