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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海南自贸试验区、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进行时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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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奋进新时代
山海黎乡竞风采

海南省第海南省第六届少数民族六届少数民族

传统体传统体育运动会育运动会
距距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叶媛媛）7月14日16
时42分，省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南海辐
合带影响，预计14日夜间到15日白天，三亚、保亭、乐
东、东方、昌江、白沙和儋州7市县大部分乡镇将出现
50毫米以上降雨。

省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
三亚保亭等7市县
今日将有较大降雨

本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郭
凯平）7月13日，由省政府主办、中
国驻英国大使馆支持的2018年中
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伦敦）综
合推介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为海南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招商引才。这是海南全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
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后，我省在境外举办的首场综合推
介会。

推介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毛超峰就海南最新发展情况做总
体推介。他说，海南正在全岛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推
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欢迎
大家来海南投资兴业，参与海南自
贸区建设，共享海南发展机遇。省
商务厅、省卫计委、省旅游委分别介
绍了海南自贸区建设和招商引资的
最新情况、海南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政策及投资机遇、海南旅游业发展
政策及投资机遇。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英中

贸易协会主席沙逊勋爵、英国“一带
一路”特使范智廉、北爱尔兰议会跨
党派中国小组主席德洛丽丝·凯丽、
英中协会会长威廉·戈德温、南方航
空集团董事长王昌顺，以及来自英
国国贸部、财政部、旅游局等政府机
构，英国阿伯泰大学、布里斯托大学
等高等院校，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苏
富比拍卖行集团、保诚集团、汇丰集
团、巴克莱银行、渣打银行、中国银
行等知名企业和媒体等的100多名
嘉宾参会。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
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这对于海南省乃至中国
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
略意义，为中英合作带来了新机
遇。”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致
辞时建议，以海南自贸区、中国特
色自贸港建设为引擎，推进务实合
作；以海南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
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核心，打造合
作亮点；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挖
掘合作潜力。

“此次推介会是中国推动‘一
带一路’建设的体现，我对海南发
展前景有很强烈的信心。”英国

“一带一路”特使范智廉表示。英
中贸易协会主席沙逊勋爵表示，
非常看好英国和海南合作前景，
双方可在赛马运动等方面开展广
泛合作。

据了解，在英国期间，我省经贸
代表团还将开展点对点精准招商，
与英国一批知名企业、院校等开展
对接及合作洽谈。

海南自贸区综合推介会在英国举行

本报讯（记者赵优）记者从省
旅游委获悉，伦敦当地时间7月13
日晚，省旅游委与全球领先的旅游
集团托马斯库克正式签署合作备
忘录，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根
据协议内容，该集团将和复星集团
联合在海南三亚设立中外合资旅
行社，通过建立国际合作关系，共
同促进海南入境旅游和国际化水
平的提升。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
出席签约仪式。

托马斯库克集团是世界上最

为著名的旅游公司之一，年销售额
达90亿英镑。将与复星集团联合
在三亚设立的中外合资旅行社具
有独立法人地位，致力于为国际游
客提供旅游服务及产品。这将是
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
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以来，我省引入的第一家
境外知名旅游集团在海南设立的
新公司。

在省旅游委与托马斯库克集
团战略伙伴关系下，双方将在多个
领域内开展合作，其中包括：开展

营销活动，提高海南，特别是三亚
在欧洲主要出境游市场作为旅游
目的地的知名度；为欧洲游客开
发、推广和销售创新旅游产品；发展
和改善海南当地旅游服务以达到国
际标准等。

近来，海南正全面打造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大力推进旅游消费领
域对外开放，包括增加海南直达全
球主要客源地的国际航线和出台
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在
系列优惠政策的鼓舞下，三亚⇌伦
敦直飞航线已于7月 12日开航。

“海南拥有成为国际游客目的地的
全部条件，是我们‘长途阳光海滩系
列产品’的重要补充。继与复星集
团共创托马斯库克中国公司之后，
与海南省旅游委这一新合作伙伴关
系再一次体现出托马斯库克对中国
市场的重视。”托马斯库克CEO彼
得·弗兰克豪泽说。复星旅文董事
长钱建农表示，相信托马斯库克将
为海南旅游产品的推广创造积极价
值，复星旅文也将通过今年开业的
三亚亚特兰蒂斯和地中海俱乐部为
三亚旅游产品的升级助力。

我省与世界旅游名企托马斯库克达成战略合作
该集团将与复星集团在三亚设立中外合资旅行社

本报海口7月14日讯（记者罗
霞）省商务厅、省财政厅近日发出相关
通知，将利用2018年度外经贸发展专
项资金，支持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国际
市场及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

从资金支持项目内容上看，支持
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涉及境外专利
申请、商标注册、资质认证项目和境外
展会项目。

境外专利申请方面，支持企业通
过《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或PCT
（即专利合作协定）成员国提出的发明
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工业品外观设

计专利等，支持专利申请过程中发生
的咨询费、律师费、申请费等相关费
用。境外商标注册申请方面，支持商
标权、服务标记、厂商名称、产地标记
或原产地名称申请。资质认证项目含
国际化标准组织相关资质认证（不含
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仅支持产
品生产厂家在海南的企业）以及目标
国家或地区产品进口资质认证，支持
初次认证的认证费（含咨询培训费和
产品检验检测费）、认证证书换证当年
的审核费用。境外展会项目分境外参
展团组项目、单个企业参展项目、企业

赴境外自主办展（会）项目，企业参加
商务部、省政府或省商务厅组织的我
省境外特定经贸展（会）项目。

支持外贸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
力包括支持中小外贸企业提高经营管
理信息化水平、支持中小外贸企业提
高经营管理科学决策水平、支持中小
外贸企业增强全面风险管理能力。

2018年度支持开拓国际市场及
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项目为2017年
8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期间实
施完成的项目。我省对企业项目均采
取事后奖补方式进行支持。

我省外贸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可获资金支持

本报讯（记者赵优 通讯员谢
琛）记者今天从省旅游委了解到，为
期半年的海南旅游广告投放活动正
在英国伦敦展开，这是省旅游委开
展的“2018爱上海南”伦敦宣传推
广系列活动的组成部分。

省旅游委预先在线上线下发起
“2018爱上海南”幸运乘客营销推
广活动，线上通过在英国网站投放
海南旅游广告进行前期宣传预热，
线下通过开展地面营销推广活动让
旅游品牌的形象理念深入英国民
众，印有海南旅游广告的50辆出租
车、30辆巴士穿梭在伦敦市区形成

“移动广告牌”。

海南旅游广告
亮相伦敦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特约记者 吴春萍 通讯员 方茜

点一下鼠标便可精准锁定“老
赖”名单，轻触屏幕便可轻松进行网
上立案，裁判文书实现网上浏览和下
载，案件庭审实现网络视频直播……
当前，海南法院正步入“智时代”。

党的十九大以来，海南法院在最
高人民法院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以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

为导向，不断完善涵盖司法办案、科
技法庭、司法公开等内容的司法信息
化系统，增强审判管理、司法为民、审
务公开的科技含量。据省高院党组
书记、院长陈凤超介绍，目前，海南智
慧法院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实
现了法院主要业务网上办理。

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互联网，为海南法院工作打开了

一个特别的“窗口”。
“请问，如何立案？”“您可以到海

口中院诉讼服务中心现场立案，还可
以选择微信立案、网上立案、邮寄立
案”……海口中院诉讼服务大厅里，

“小法”上岗服务耐心解答。
“小法”是去年11月海口中院诉

讼服务中心引进的智能法律服务机器
人，当事人只要说明需要办理的业务，
它便会把当事人带到办理相关业务的
服务区。“能听会说，服务也很热情，关
键是业务能力强，我不懂立案要交什
么材料，一问它就都清楚了。”正在现
场咨询的当事人黄先生夸赞不已。

依托信息化建设，法官办案也配

上了“智能秘书”。日前，记者在省一
中院立案大厅观察到：纸质立案文件
的接收处，增加一位手持扫描仪的工
作人员。这样，当事人提供纸质起诉
材料后，通过现场实时扫描，就能够
直接生成一份电子卷宗。

电子卷宗不仅方便了法官办案，
也提高了合议庭合议案件的效率。

“以前纸质卷宗一般都在主审法官手
里，合议庭其他成员查阅案卷要轮流
排队。现在有了电子卷宗，合议庭成
员可以同时阅卷。”省高院刑一庭法官
王丹丹告诉记者。海南阳光岛律师事
务所律师陈剑则表示，电子卷宗也为
公安民警、检察官、律师等提供了便

捷，“以前到法院调阅卷宗，需要提前
申请，现在拿律师证就可以调阅了。”

信息化建设的成果，还体现在案
件执行方面。三亚市城郊法院院长
潘文壮介绍，该院的“互联网+执行
指挥中心+无人机+单兵系统”执行
新模式成效明显，“近3年，城郊法院
执行案件增长近八成，但在信息化支
撑下，结案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

多项创新举措走在全国前列

将信息化建设纳入法院工作，使
人民法院与时代同步，更好地服务于
社会发展， 下转A03版▶

智慧法院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主要业务实现网上办理，多项经验在全国推广

海南法院步入“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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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陵水分界洲岛旅游区，景区工作人员
在表演“水上飞龙”项目。暑假到来，海南的旅游热度
也日渐升高，海滩休闲、下海游泳和参加水上运动项目
等成为最受游客欢迎的避暑度假活动。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童国强 摄

海南度假 清凉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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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11时法国对阵克罗地亚 你猜谁能捧走世界杯？

15日白天到夜间
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31℃-33℃北部

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0℃-32℃中部

多云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31℃-33℃东部

多云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最低气温23℃-25℃，最高气温31℃-33℃西部

多云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最低气温24℃-26℃，最高气温31℃-33℃南部

制图/孙发强

《新时代琼崖传习所》
第二期节目开播
探寻美丽海南旅游新作为

巴基斯坦前总理
谢里夫被捕

球迷有奖竞猜

扫码参与球迷有奖竞猜

比利时两球轻取英格兰
获季军

⬅7月14日，在2018俄罗斯世界杯足
球赛三四名决赛中，英格兰队对阵比利时
队。图为英格兰队球员奇科（右）在比赛中
与比利时队球员维尔通亨（中）、维特塞尔
拼抢。 新华社发

(见A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