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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历史机遇 建设网络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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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新
的发展方向，应该在践行新发展理念
上先行一步。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为全
国网信工作发展把向定调，明确网信
事业应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
现高质量发展，加快信息化发展，整体
带动和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发展。

记者今天从省工信厅了解到，过
去3年，根据《海南省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三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5-
2017年）》，我省投资总额超过130亿
元，为大力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
供资金保障，并发动各市县、各有关部
门和相关企业，齐心协力参与信息智
能岛建设，在专项行动收官之年实现
了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进入全国先进行
列的目标。

省工信厅总工程师董学耕告诉记
者，当前，我省光纤宽带网络快速覆盖
并在不断纵向延伸——在城区达到全
覆盖的基础上，全省2573个行政村的
覆盖率达到99.9%，17227个自然村
的覆盖率达到66.6%。值得一提的
是，全省30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150

个旅游扶贫重点村、100个特色产业
小镇和1103个美丽乡村的光网覆盖
整体接近100%，为广大农民开展电
子商务，实现脱贫致富夯实基础。

在一些关键地区和场所，光网建
设的力度空前。比如，优化提升博鳌
地区通信水平，不仅确保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期间重要接待酒店语音不掉
网、4G网络信号无盲点覆盖，还可以
根据外宾需求建设国际专用通信网，
极大提升了博鳌的通信网络水平。对
环岛高铁实施 4G网络全线覆盖工
程，通过攻克技术难关、创新建设模
式，实现全线基站共享高铁电源，4G
网络与铁路同步开通启用，这一全国
首创的“西环模式”，大大提升了旅客
在旅途中的上网体验，目前已经在部
分省区市推广。

发展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省通
信管理局局长平义真说道，在光网覆
盖面不断快速、纵向延伸的同时，我
省宽带网络提速降费工作也迈出了
更大步伐。2017年第四季度，我省
固网宽带可用下载速率全国排名在第
11位，比2015年初的第30名提高了
19个位次。

“习总书记强调，网信事业发展
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
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平义真说，下一步，省通信管
理局将根据海南自贸区（港）建设需
求，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原则，继续
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
好的信息服务——

在高速移动通信领域先行一步，
加快推进5G网络试点工作，预计至
2020年我省主要城市实现5G网络
基本覆盖；通过光网建设向自然村延
伸，让最新的信息化成果覆盖到最边
远山区；进一步推进各类宽带的提速
降费，推动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
少降低 30%；全面推进网络强省建
设，力争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达85%
以上，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达92%以
上，争取固定宽带网速全国排名进入
前10位。

记者还了解到，接下来，省工信厅
将会同省通信管理局，积极响应国家
网络强国建设三年行动，筹划开展我
省2018年至2020年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三年行动，夯实网络强省之基。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

过去3年投资额超130亿元，我省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进入全国前列

信息化建设提速 人民获得感更强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叶
媛媛）2018年高考将于6月7日至9
日举行，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8年普
通高考暨高中基础会考海口考区联席
会议上获悉，今年高考海口报名总人
数14513人，全市共设9个考点，共有
492个考场。海口市教育部门同时向
社会发出倡议，6月3日-9日，望各考
点周边小区及公园停止广场舞活动，
为考生提供一个舒心的备考环境。

5个考点将配备空调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海口高考
报名总人数 14513 人，其中文史类
4282人、艺术类526人、理工类9517

人、体育类188人。海口设9个考点，
共有492个考场。其中文史类考场
147个，艺术类考场18个，理工类考
场320个，体育类考场7个。

海口市考试中心主任陈鹏告诉记
者，今年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海口市
第一中学高中部、海口实验中学高中
部、海口市琼山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第
四中学高中部5个考点将为考生安装
吸顶式空调，每个考场配备2台，高考前
夕设备将全部完成安装并投入使用。

考点1公里范围内管控噪音

今年高考期间，海口将启动噪音
污染应急处置工作方案，对全市考点1

公里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娱乐场所、机
动车辆、广场舞等进行噪音污染管控。

海口市教育局向广大市民发出倡
议，从6月3日至6月9日，建议考点
周边小区及公园停止广场舞活动，给
予考生良好的考试环境。

从6月5日18时至6月10日18
时，海口将禁止考点周边1公里范围
内的建筑工地、工业企业和社会活动
产生影响考生学习和考试的环境噪音
污染；禁止在露天场所进行卡拉OK
和使用发出高大声响的音响设备招揽
生意，严格控制露天娱乐和集会等产
生环境噪音污染的活动；禁止夜间进
行有噪音污染的装修作业。

同时，海口将严格控制机动车噪音

污染，所有机动车辆必须遵守禁鸣喇叭
的规定，机动车夜间不得在居民住宅区
内进行产生噪音污染的运输装卸作业；
禁止鸣放烟花爆竹和其他边界噪音超
标的活动。如确有特殊情况或从事生
产活动确需排放偶发性强烈噪声的，必
须事先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

除了噪音污染，海口还准备了考
试舆情监控及应急处置、雷电暴雨天
气应急处置和听力考试期间偶发事件
处置等一系列预案，确保今年高考和
会考的顺利进行。

4项行动确保考试安全

为了确保考试安全，今年海口从

5月21日起，开展“打击销售作弊武
器”“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
边环境”“打击替考作弊”4项专项行
动。

行动中，海口将组织专人对网站
论坛、贴吧、博客、QQ群等互动栏目
以及搜索引擎、社交网站警醒实时监
测，清除任何疑似试题泄密、考试作弊
等有害信息，打击考点内外涉嫌利用
无线电实施作弊的违法违规行为，逐
一排查打击有组织替考服务的作弊行
为。

同时，各高中学校也将组织开展
诚信应考教育活动，通过发放《考生必
读手册》、签订考试诚信承诺书等方
式，对考生进行警示教育。

今年高考海口设9个考点
教育部门倡议：6月3日至9日考点周边小区及公园停止广场舞活动

三亚崖州101家单位
抽签分配1082套公租房

本报三亚5月23日电（记者梁君穷）日前，
三亚市崖州区首次举行公租房择房抽签仪式。此
次分配房源共计1082套，均为简装房，其中两室
一厅271套、一室一厅540套、一室271套，全部
来自“同心家园”二十一期保障性住房项目。

此次符合申请条件的有101个单位，适配人
员1082户，其中两人以上家庭的有666户。抽签
采取现场公开形式，单位代表按101个序号进行
顺序抽签。

据悉，此次分配的房源由各单位统一管理，单
位将根据实际情况把房分给符合公租房申请条件
的员工。各单位抽取房号后，可采取打分或者随
机摇号的方式分配，把分配结果与入住人员的信
息上报给三亚市住建局，入住人员与市住房保障
中心签署租房合同后，到物业管理处领取钥匙办
理手续即可入住。

目前，三亚正在逐步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
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体系。在加快建设世界级
滨海旅游城市过程中，三亚一方面通过推进保障
性住房建设来改善本地居民居住条件，让居民分
享发展成果；另一方面通过人才房建设来解决引
进人才的住房问题，吸引更多人才参与三亚建设。

本报讯 （记者李英挺）近日，
2018中国国际摄影艺术节、中国第
17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在河南郑
州开幕，海南日报摄影部记者张茂
纪录类作品《睡梦中的孩子》（右图）
入选并参展，这也是海南省唯一入
选者。

据了解，中国国际摄影艺术节
是中国举办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具
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国际性摄影展
览活动，1981年经文化部批准设立，
每两年举办一届，至今共成功举办
了16届。此次参展的296幅作品是
10余位国内外评委经过5天评选，
从23万余幅来稿作品中挑选出来
的。入选的部分作品作者中有来自
路透社、法新社等国外通讯社的世
界顶级摄影师。其中，《睡梦中的孩
子》以小人物小角度切入，画面耐人
寻味，其充满温情而超现实的表现
手法获得评委认可。

2018中国国际摄影艺术节开幕

海南日报记者张茂
作品入选并参展

琼海已建成
6个共享停车场
581个停车位供市民免费停车

本报嘉积5月23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谢
小茜 陈德君）为缓解嘉积城区停车难问题，根据
琼海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嘉积镇政府计划投入
750万元，规划建设11个共享停车场，可提供近
1000个车位。目前已建成使用6个，共提供了
581个停车位。所有停车场由所在的社区（村）进
行管理。共享停车场内，市民可以免费停车。

据了解，嘉积城区已建成使用6个共享停车
场，具体位置为：金海西中二路、爱华西路嘉积
大桥旁、人民路农业银行旁、金海西路海桂中学
对面、爱华西路新春湾三街、爱华西路小明星幼
儿园旁。

琼海市民陈先生告诉记者：“随着经济发展，
拥有小汽车的市民越来越多，车位也越来越紧张，
特别是周末，逛个商场都没地方停车。现在政府
建设共享停车场，这是一种有效优化资源、缓解城
市停车难的模式。”

5月22日，工作人员展示全语通智能语言翻
译机。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三亚向涉旅场所
投放智能语言翻译机

本报三亚5月23日电（记者林诗婷）海南自
贸区（港）建设正稳步推进，三亚如何借力发展，提
升城市国际化水平？日前，由三亚市旅游委主办、
三亚市旅游协会承办的“旅游行业全民学外语暨
人工智能助力国际游客接待”新闻发布会在三亚
市民游客中心新闻中心举行。三亚牵手本土高科
技企业，面向景区、酒店、商场等重点涉旅场所，逐
步推广使用人工智能翻译机，通过借助科技手段、
加强外语培训等多举措，全方位优化国际化语言
环境，发展智慧旅游模式。

据悉，三亚市旅游委此次联动双猴科技公司，
积极打造智慧旅游，推出智能化产品，着力提升旅
游服务水平。本次三亚向涉旅场所投放50台魔
脑全语通智能语言翻译机，支持34国语言实时互
译，具有同声翻译、语音文字双向转换、拍照翻译、
景点讲解、实时对讲、旅行百科等多功能，重点配
置在南山、大小洞天、蜈支洲岛、天涯海角等主要
景区，以及海棠湾、亚龙湾、大东海等主要湾区的
酒店、商场等，发挥科技力量，促进当地旅游行业
工作者与国际游客间的交流更加便捷、准确。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汪煦川 王颖）今天下
午，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与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以及平安保
险公司联合举行《执行联动战略协
作协议》《悬赏费用补偿保险协作协
议》签约仪式暨新闻发布会。记者
从会上获悉，此次签约将进一步强
化法院对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的查控
和处置能力，对追踪被执行人及其
财产编织“天罗地网”，让失信被执行
人无处遁形。

据了解，海口中院分别与电信、
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签订了《执行
联动战略协作协议》，共同建立四大
执行联动机制：一是建立协助查询
被执行人名下手机号码的执行协作
机制，做到精准查询被执行人名下
手机号码等信息；二是建立对决定
进行司法拘留的被执行人名下手机
号码实时定位的执行联动协作机
制；三是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手机
推出特制“失信彩铃”的失信惩戒协
作机制。由法院出具《失信决定书》

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对被执行人
定制为期1年的失信彩铃；四是建立
对被执行人发布“执行悬赏公告”联
合惩戒协作机制。悬赏公告文书将
明确载明被执行人的案件信息、悬
赏金额以及发布悬赏公告范围、周
期、时间期限等。

海口中院与平安保险公司签订
了《悬赏费用补偿保险协作协议》。
该协议旨在能够为申请执行人提供
一个平台，让申请执行人有更多行之
有效的执行选择，申请执行人可以向

保险公司自愿缴纳悬赏金额10%的
费用作为保费，向社会悬赏征集执行
案件线索。如果悬赏成功，保险公司
会代为支付全部悬赏金。

据悉，此次签约为海口中院执
行工作建立了“司法+通讯+保险”
新型执行协作机制，形成“一处失
信、处处受限”的联合信用惩戒大
格局，将有效提高执行案件执结率
和执行到位率，为打赢“基本解决
执行难”这场硬仗奠定更加坚实的
基础。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

文昌交警大队
4人被处分

本报文城5月23日电（记者张
期望 通讯员黄云平）为进一步压实全
面从严治党责任，近日，文昌市纪委将
近期查处的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问题进行通
报。该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林尤
学等4名领导干部分别被给予党内严
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通报强调，文昌全市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从中汲取深刻教
训、引以为戒,要切实承担起管党治党
主体责任，要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
气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海口举办高校毕业生
大型专场招聘会
网上报名求职持续至8月1日

本报海口5月23日讯（记者邓海宁 通讯员
高鑫）今天上午，以“城市联动，精准发力，高效就
业”为主题的第五届全国大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
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海口现场招聘会在海口市人
力资源市场举行，招聘现场吸引了400多人次求
职，接收简历220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82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场招聘的116家企业提供人
力资源、营销、财务、技术等近3000个不同类别的工作
岗位，现场还增设了“现场咨询服务台”“毕业生免费测
评体验区”“简历投递区”“医疗保障区”等区域，为求职
者提供求职咨询、投递简历、免费测评等服务。

据悉，求职者可通过高校毕业生精准招聘平
台（http：//xyzp.newjobs.com.cn/）进行免费人
才测评，获得就业指导和职业测评，还可进行网上
求职，活动将持续至8月1日。

海口中院建立“司法+通讯+保险”机制，让失信被执行人无处遁形

推出特制“失信彩铃”发布“执行悬赏公告”

海南中学高中部
海南中学初中部
海南省农垦中学初中部

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
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
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
海口市琼山中学高中部
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与去年相比，今年海口取消了海口旅游职业学校考点，新增了海南省农垦

中学初中部考点

考
点
变
化

海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
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
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

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
海口市琼山中学高中部
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

个考点：

每个考场配备22台

99 环
境
改
善

55 个考点将为考生安装空调

高考前夕设备将全部完成
安装并投入使用

｝
制图/王凤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