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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
卢进梅）全国“网信普法进校园”活动今天上午在海
口举办。权威专家分别走进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
学，为师生讲解与辅导网信法律知识，并就数据产权
及相关法律问题发表见解，带动高校师生领会网信
法律法规。

6月1日，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网络空间治理
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实
施。为大力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律普及工
作，增强高校师生及社会公众对网信法律制度的
了解，9月14日，全国“网信普法进校园”活动在北
京率先启动，海口站是全国5个站点中的第3站。

今明两天，“全国校园网信普法大课堂”“网信
法治论坛”等系列活动将相继在海南大学和海南
师范大学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
国法学会互联网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国家工业信
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专家，将分别以“网络
安全与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形势分析”为主题
举办讲座，与学生们共同探讨网信政策和网络安
全问题。

该活动由国家网信办主办，省网信办、省教育
厅、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承办。主办
方希望通过以网信普法进校园活动，充分调动广
大高校师生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凝聚和培养
一批优秀的青年网信法律人才。

全国“网信普法进校园”
活动在海口举办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陈
蔚林 实习生曾中笑）中华全国新闻
工作者协会主办的第二十七届中国
新闻奖评选今天揭晓。海南日报通
讯报道《更路簿：再不保护就来不及
了》获文字通讯类三等奖。

2016年，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
战略研究所与海南大学计划共同启
动设立一个《更路簿》课题。全国人
大代表高之国在筹备开展该课题时
发现，南海《更路簿》已经到了需要

“抢救性保护”的地步，于是在2016
年全国两会期间提出了相关建议。

海南日报记者根据代表建议，迅
速组织采写，集纳了多位参会代表、
委员的建议，推出通讯《更路簿：再不
保护就来不及了》及相关系列报道。
该系列报道观点明确、内容全面、文
字流畅，在版面设计上特别以做旧方
式进行美化，引起了参会代表、委员
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如潮好评，
对南海《更路簿》的科普及保护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本届中国新闻奖共有来
自全国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和
新闻网站的287件作品获奖，其中特

别奖4件，一等奖50件（含10个新闻
名专栏），二等奖90件，三等奖143
件。

获本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的新
华社文字通讯《弄潮儿向涛头立——
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杭州峰会系列活动纪实》以习近平主
席在G20峰会上80多个小时的密集
活动为切入点，展现中国理念、中国
主张、中国方案的“世界回响”，行文
高远大气，富于感染力。人民日报文
字评论《以信仰之光照亮奋斗之路》
回顾历史、观照现实，展现了95年来

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从信仰中获得
方向、从信仰中汲取力量，砥砺奋进
的伟大历程，作品有深度有分量。新
华社《新华全媒头条》专栏以全方位
体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融”，多
件作品传播效果好，成为首个获得中
国新闻奖特别奖的“融媒体”作品。

我省获奖作品还有海南广播电
视总台专题片《我们的更路簿》，该作
品获国际传播类一等奖。

据悉，中国记协将于近期举办庆
祝中国记协成立80周年大会暨第27
届中国新闻奖颁奖会。

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揭晓

本报通讯《更路簿：再不保护就来不及了》获三等奖

11月2日，在海口市椰海大道，工作人员正在
调试安装高清摄像头。

海口着力构建互联互通的监控体系，将分散
在交警部门、学校、农贸市场、物业小区等地的监
控视频进行统筹整治，建立“监控一张网”，提高治
安防控水平。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周
晓梦 实习生王靓婷）今天上午，全省
冬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要求把全省冬春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作为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政治任务和具体行动，切实加
强今冬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确保
环境空气质量得到持续改善，打赢蓝
天保卫战。

会议学习传达了省委书记刘赐
贵、省长沈晓明的讲话要求，分析了
我省冬春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临
的形势和挑战，从加强空气质量预

报预警工作、严格控制机动车船排
气污染等方面，对推进大气污染防
治各项重点任务提出具体要求，明
确责任与分工。会上，省政府与各
市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还签订了
《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责任书》，强
调要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行严格
的考核问责。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在
会上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生
态环境问题对于海南的极端重要性，
保护海南生态环境，不仅是海南自身
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国家的需要，

海南的同志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责
任重大，使命光荣，必须要扛起生态
文明建设海南担当的政治自觉和生
态自觉；要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到实
处，结合省第七次党代会和省委七
届二次全会、省委七届三次全会部
署的有关任务，全面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和治理工作。同时，要清醒认
识和把握我省生态环境具有受关注
度高，大气环境质量变化对公众的
影响更直接、更具体、更形象；我省生
态资源环境的脆弱性；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基础薄弱；社会共治良好氛

围尚未形成等特点，把生态环境保护
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决不能破坏海南
的生态环境。

毛超峰要求，要把全省冬春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作为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政治任务和具体行
动，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
相关要求，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
战。要落实好省第七次党代会和省
委七届二次全会、省委七届三次全会

的部署，落实好省委书记刘赐贵和省
长沈晓明相关指示要求，“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立即行动，强化大气
污染防治属地管理责任，做到责任到
位、措施到位；围绕垃圾秸秆焚烧、城
市扬尘污染等治理工作，一件一件抓
好整治落实，用技术手段和数据说
话，全力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同
时，“莫谓言之不预也”，按照签订责
任书考核目标要求，对在大气污染防
治中工作不力、履职缺位的地方和相
关职能部门，省政府将按照相关规定
严肃问责处理。

全省冬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议召开

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打赢蓝天保卫战

广告

根据《海南省著名商标认定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经海南省著名商标审核委员会审核，我局拟认定“瑞培美”等62
件商标为2017年度海南省著名商标，现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接受社会监督电话：0898-66767011 接受来信来访单位：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
地址：海口市蓝天路7号省工商局1011室 公示期限：2017年11月3日至12月2日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7年11月3日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示

企业名称:
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人用药

企业名称:
海南三厨食品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腌制蔬菜;干蔬菜

企业名称: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人用药

企业名称:
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粉针剂（含冻干粉针）；水针剂

企业名称:
海南金棕榈园艺景观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工程;工程绘
图;技术项目研究;城市规划

企业名称:海口汉普知识产权
代理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知识产权咨询,
版权管理,法律研究,诉讼服务

企业名称:
海南海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安全玻璃；建筑玻璃

企业名称:海南神农基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谷种;植物种子

企业名称:
海南农垦红明农场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荔枝

企业名称:
海南景棠绿色农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鲜水果；新鲜蔬菜

企业名称: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汽车及其零部件

企业名称: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人用药

企业名称: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人用药

企业名称:海南葫芦娃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人用药

企业名称:海南葫芦娃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人用药

企业名称:海口福昌文发种养
产销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水果

企业名称:
海南金盘电气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变压器(电)，高低压
开关板，逆变器逆变器，(电源)减压器

企业名称:
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香烟

企业名称:
海南红塔卷烟有限责任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香烟

企业名称:
白沙康顺种养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水果

企业名称: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活动物

企业名称:保亭加茂辣爽爽
辣椒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蔬菜

企业名称:
海南黎轩酿酒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酒(饮料)；酒精饮料(啤酒除外)

企业名称:海南呀诺达圆融旅
业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公共游乐场

企业名称:
昌江红丰饲养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活动物

企业名称:
海南琼宝食品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腊肠;腌腊制品;肉制品

企业名称:
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鱼(非活的);鱼片;鱼制食品

企业名称:
海南雷丰芒果农民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货物展出;组
织技术展览;商业信息代理

企业名称:
海南广陵高科实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谷（谷类）

企业名称:
琼海椰光实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调味品

企业名称:
琼海嘉积温馨床垫厂
核定使用商品:
床垫

企业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食物和饮料的
防腐处理;食物冷冻;食物熏制

企业名称:
琼中连生蜂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蜂蜜;非医用蜂王浆

企业名称:
琼中瑞果丰绿橙农民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鲜水果

企业名称:
琼中华裕绿橙产销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水果

企业名称:
屯昌兴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活动物;活家禽

企业名称:
万宁岑香坊实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香木;香

企业名称:
海南文昌睿兴农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肉;肉罐头

企业名称:
文昌永利发海鲜品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鱼(非活的);鱼片;鱼制食品

企业名称:
海南卓海水产种苗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活动物;虾(活的)

企业名称:
海南星光活性炭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活性炭

企业名称:海南品香园实业有
限公司五指山生态茶厂
核定使用商品:
茶；茶饮料

企业名称:
澄迈岛丰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活家禽

企业名称:
澄迈文儒南石山畜牧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活动物

企业名称:
海南联深实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金属门、金属门框、金属门装置

企业名称:
海南省椰园实业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果汁、水（饮
料）、无酒精饮料；奶茶（非奶为
主）；果子粉；豆类饮料

企业名称:
澄迈星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活鱼

企业名称:
澄迈万昌苦丁茶场
核定使用商品:
红茶、绿茶、花茶、茶

企业名称:
澄迈惠民果菜产销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蔬菜

企业名称:
海南卓越生物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兽医用药、兽医用生物制剂

企业名称:
海南侯臣咖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咖啡、咖啡饮料

企业名称:
海南万嘉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水果

企业名称:
海南海景乐园国际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观光旅游

企业名称:
智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计算机终端通讯;提供全球计
算机网络用户接入服务(服务
商); 提供数据库接入服务;提
供与全球计算机网络的电讯
联接服务

企业名称:
三亚百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矿物食品添加剂;医用营养品

企业名称:
儋州孟南黄秋葵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新鲜蔬菜

企业名称:
儋州南吉黄皮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鲜水果

企业名称:
儋州源远通水产加工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
鱼(非活的),鱼制食品，虾(非活)

企业名称:
儋州铁匠村花梨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茶几;家具;木、蜡、石膏或塑
料艺术品;软木工艺品

企业名称:
儋州一片海渔业专业合作社
核定使用商品:
甲壳动物(非活),鱼(非活),贝
壳类动物(非活),鱼制食品

企业名称:
儋州牧春绿色生态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核定使用商品:非医用营养
液；非医用营药膏；非医用营
养粉；非医用营养胶囊

企业名称:
儋州那大洛基德隆食品厂
核定使用商品:
粽子

拟认定2017年度海南省著名商标名单

海口织密安全“天网”

严朝君会见斯里兰卡客人
本报讯 11月2日，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

严朝君在三亚会见斯里兰卡外交部长马拉帕纳
一行。 （鲍讯）

本报海口 11 月 2 日讯 （记者
孙慧 通讯员范杰科）记者今天从
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获悉，配合我
省房地产调控政策，从11月1日起
我省暂停个人商业性住房按揭贷
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

11月 1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
局下发《关于暂停个人商业性住房
按揭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
出为进一步保障职工基本住房需
求，配合我省房地产调控政策，结

合本省实际，11 月 1日起，暂停执
行《关于印发<海南省个人商业性
住房按揭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
暂行办法>的通知》（琼公积金贷

〔2015〕103 号），停止受理个人商业
性住房按揭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

款业务。
该通知印发后，已经引起社

会高度关注。记者了解到，省公
积金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1
月 3 日公积金管理局将会对该
政策做进一步详细解读。

我省暂停个人商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海口入围全球首批
国际湿地城市
遴选认证名单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孙
慧）记者今天从林业厅获悉，海口市近
日获得了我国政府向国际湿地组织提
交认证国际湿地城市遴选提名资格，
目前海口市申报国际湿地城市的所有
相关材料已经通过国家林业局递交给
联合国湿地公约组织。

据海口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联合国湿地公约组织在全球
范围内遴选国际湿地城市，以国际湿
地城市在保护湿地目标理念方面做出
典型经验，再加以宣传推广。

中国作为国际《湿地公约》履约
国，于今年7月正式启动了国际湿地
城市的遴选工作，共有15个城市递交
申请，最终包括海口在内的10个国内
城市获得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

海口目前湿地面积达29093公
顷，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12.7%；有
湿地植物439种，湿地野生动物514
种。但近年来，由于城乡建设速度加
快，湿地面积，尤其是城市湿地面积
不断缩小。据悉，海口此次申请的目
的就是希望能解决湿地面临的威胁
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