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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
（11月28日12时-11月29日12时）

城市名称

海口市

三亚市

五指山市

空气质量级别

优

优

优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27

4

4

PM10浓度
（微克/立方米）

37

10

7

发布单位: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报三亚11月29日电（记者孙
婧）又一批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国际
影人确认参加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11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电影
节组委会获悉，欧洲3大电影节“大满
贯影后”、法国“国宝级”女演员朱丽叶·
比诺什，因出演美剧《汉尼拔》而被称为

“拔叔”的丹麦男演员麦斯·米科尔森，
土耳其“国宝级”导演努里·比格·锡兰，
以及在美剧《天赋异禀》中饰演万磁王
女儿的艾玛·杜蒙特将亮相三亚。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将于12

月9日至16日在三亚市举办，由影星
成龙担任形象大使。目前，已有一批
重量级影坛名人陆续确认将参加本届
电影节，令海南的影迷们十分期待。
比如，电影节组委会此前宣布法国“不
老女神”伊莎贝尔·于佩尔将参加首届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消息一出引发影
迷广泛关注。

从《布拉格之恋（又译《生命不能
承受之轻》）》里被爱情与命运捉弄的
女招待，到《浓情巧克力》中充满温情
的美食家……朱丽叶·比诺什是有史

以来第一位获得威尼斯、戛纳、柏林3
大欧洲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大满贯
影后”。她的到来将是热爱艺术电影
观众的福音。

在美剧《汉尼拔》中丹麦演员麦
斯·米科尔森饰演一位另类的美食家，
演技令人叹服，被中国网友亲切称为

“拔叔”。2012年，他凭借在电影《狩
猎》中的出色演出夺得戛纳影帝。此
番麦斯·米科尔森来海南，将带来他主
演的新片《北极》，并在映后见面会中
与观众互动。

1994年出生的艾玛·杜蒙特因在
美剧《天赋异禀》中饰演万磁王女儿

“北极星”一角一炮而红。影片中她聪

明、叛逆、极具个性的形象，深受年轻
观众的喜爱。

确定参加本届电影节的土耳其电
影大师努里·比格·锡兰执导的电影
《远方》2003年在戛纳电影节上一举
夺下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两项大
奖，成为欧洲影坛的新锐导演。2014
年，锡兰凭借电影《冬眠》摘得戛纳电
影节金棕榈大奖。锡兰今年的新片
《野梨树》又一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
赛单元。

在本届电影节电影展映活动期
间，观众可以在三亚大东海广场沙滩
电影院的“拾贝-全球优秀影片单元”
观赏到《野梨树》这部电影。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是海南省委、省
政府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的12个先导性项目之一，
以“全年展映、全岛放映、全民观影、全
产业链”为发展目标。首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将设置电影展映、开闭幕式、论
坛峰会、全国拍摄景点推介大展、中国
电影市场2019新片推介会等活动。

为实现艺术性与市场性、本土化
与国际化兼顾的国际电影节格局，首
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筹备期间，电影
节组委会广发英雄帖，邀请顶尖电影
工作者前来共襄盛举。电影节组委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将陆续公布参加本
届电影节的重量级嘉宾名单。

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再添重磅嘉宾
朱丽叶·比诺什、努里·比格·锡兰等将现身三亚

关注首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习近平出席
西班牙国王举行的欢迎宴会
◀上接A01版
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双方一致同意，以两国建交
4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往来，推进共建“一带一
路”，实现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
愿同西方一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携手前行，共同
创造中西关系的美好明天。

晚宴期间，西班牙皇家卫队交响乐团和西班
牙艺术家为来宾们演奏了中西两国经典曲目。

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宾主共叙友谊，共话合
作，共祝中西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欢迎宴会在西班牙国歌声中结束。
两国元首夫妇亲切话别。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

活动。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众议长帕斯托尔、参议长

埃斯库德罗、宪法法院院长冈萨雷斯、最高法院院
长莱斯梅斯、内阁大臣以及西班牙各界知名人士
逾百人参加欢迎宴会。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11月24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高石老村，一栋栋新楼房整齐排列，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高石老村原址位于大山深处，且交通不便，村民发展生产受到影响。2016年以来，白沙实施易

地搬迁扶贫工程后，当地有关部门通过“合作社+农户”模式帮扶村民发展种养产业。目前，全村大
部分贫困人口已脱贫。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整村搬迁拔穷根

中行乐东支行开业
本报抱由11月29日电（记者王培琳）11月

28日，中国银行乐东支行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
镇振兴北路开始对外营业。这是中国银行海南省
分行（以下简称海南中行）第90家机构网点，也是
海南中行在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后成立的第一家
管辖支行，是海南中行服务县域经济、助力海南自
贸试验区建设的举措之一。

据了解，近年来，海南中行持续优化县域网
点布局，提升服务县域经济的能力。截至目前，
该行已在我省16个市县、经济开发区（含三沙、
洋浦经济开发区）设立了90家分支机构，形成
了辐射海南全岛的金融服务网络，金融服务质
效不断提高。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宗捷

11月29日上午，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牙叉镇营盘村白沙辉元种养专
业合作社的基地里，一只只大白鹅在
橡胶树下踱步觅食。合作社负责人
符永辉端来特制的食料，白鹅立即朝
符永辉奔去。

“今年基地养的是浙东白鹅，要
想养出来的鹅肉质结实、口感好，喂
食就得讲究营养搭配。”48岁的符永
辉介绍，除喂养粗粮食料外，他还会
给鹅搭配吃一些碎草机粉碎的皇竹

草，这样能调理鹅的肠胃，增强鹅的
免疫力。“鹅小的时候，食料与草料的
配比是7：3，鹅长大的过程中，配比不
断调整。”在他看来，养鹅是个得花很
多心思的技术活。

“部队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习
惯，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干，总有成功
的那一天。”符永辉说，他原是一名
副营级军官，自2006年退役返乡创
业以来，先在牙叉镇承包土地种植
桉树、马占树。2012年，他又成立了
白沙辉元种养专业合作社，开始发
展养鹅产业。

刚开始养鹅时，符永辉遇到了不
少困难：资金不足，销路很难打开。
今年初以来，在白沙扶贫办等部门
的扶持下，白沙辉元种养专业合作
社与海南一家农业企业签订合作协
议，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
模式养鹅。

白沙人武部政委陈建平介绍，近
年来，白沙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为
自主创业的退役军人提供创业担保
贷款，提供技术指导等服务。此外，
当地有关部门还组织退役军人参加
就业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

截至目前，已有53户贫困户成
为白沙辉元种养专业合作社的社员，
跟着符永辉一起养鹅。“只要用心观
察鹅的粪便，就能知道它们这几天吃
得好不好。”正在基地忙着打扫鹅舍
的贫困村民王成充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据了解，今年以来，王成充、符明
二等贫困村民经常来基地务工，一边
挣钱养家，一边学习养鹅技术。

符永辉介绍，预计今年合作社
将出栏鹅5000只，按照发展规划，
未来每年将出栏鹅3万只，年产值
300万元。（本报牙叉11月29日电）

白沙退役军人符永辉变身养鹅能手
带领53户贫困户踏上致富路

海南科技创新创业
高峰论坛下月举办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孙令正）记者从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海网获悉，由海
南省科技厅支持，南海网及海南互联
网+众创中心联合主办的主题为“新引
擎·智造未来——2018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科技创新创业高峰论坛”将于12
月8日下午在海南日报社举办。

本次论坛将邀请科技专家、科技
创新企业代表、技术服务供应商代
表以及海南科创精英代表齐聚海
南，共同探讨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背
景下，海南在区块链、智慧城市、共
享经济、人工智能等科创领域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

据悉，本次论坛即日起开通免费
报名通道，广大创新创业者和科创爱
好者可以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报名，额
满即止。

扫描二维码
报名参加“新引
擎·智造未来——
2018海南自贸区
自贸港科技创新
创业高峰论坛”

关注党报党刊发行

澄迈确保党报发行数量稳定
本报金江11月29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王曼专）近日，澄迈县召开2019年度县党报党
刊发行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进一
步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多措并举确保
党报党刊发行数量稳定。

会议强调，澄迈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
神，充分认识党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
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会议要求，相关部门要确保党报党刊订阅经
费充足，全县财政供给的行政事业单位要继续实
行“财政划拨，集订分送”的办法；创新方式方法，
打造高效便捷的发行渠道，加大党报党刊的传播
力和影响力；攻坚克难，确保完成党报党刊征订任
务，尽快在12月13日前完成征订工作。

◀上接A01版
要做好“治水”，解决好蓄水、引水、节水、挖水、排水
等方面的难题；要做好“防水”，全力做好防汛等工
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做好“用水”，加
强饮用水水源保护，以“水系为韵”的思路发掘资
源，形成全域旅游特色。海南落实河长制工作要进
一步提高认识，明确工作目标，以问题为导向，主动
作为，担当实干。省政协要积极建言献策，呼吁方
方面面给予省水务厅更多的帮助，为加快海南水网
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省政协副主席王勇主持座谈会。

省政协召开关于我省水网规划等
相关问题座谈会

本报万城11月29日电（记者袁
宇 通讯员王清云）11月29日，海南
日报记者从万宁市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第十二次会议上获悉，万宁近期将
开展全市干部作风问题大讨论活动，
全力整治扶贫领域作风问题。

11月上旬，我省扶贫成效市县交
叉检查工作组反馈指出，万宁市存在
精准识别、“三保障”落实不到位、扶
贫和低保两项制度衔接不到位、线上
线下信息不一致、产业扶贫贫困户参
与度不高、扶贫政策宣传不到位、帮
扶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万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我省
扶贫成效市县交叉检查工作组反馈
的问题，要求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对我
省扶贫成效市县交叉检查工作组反
馈的问题全盘接受，主动认领，坚决
把反馈问题一件不落、举一反三地整
改到位。

会议明确，在下一阶段的脱贫攻
坚工作中，要加强对扶贫档案管理人
员培训，创建档案管理示范点，以点
带面，规范全市扶贫档案管理。同时
要指导各镇、村对各类卡薄账册开展
自查，漏项的及时完善、错项的及时

更正，确保脱贫攻坚档案信息工作规
范化、系统化。

万宁市将在激发贫困群众内生
动力上下功夫，通过树立一批脱贫致
富正面典型，让贫困户学有榜样、行
有示范、赶有目标。万宁市坚持“奖、
帮”结合，建立正向激励机制，采取生
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方式，
组织动员贫困户参与到产业、就业项
目中来，并利用夜校面对面地向贫困
户宣传扶贫政策，引导贫困户转变观
念，克服“等靠要”思想。

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表示，万宁

市委近期将开展全市干部作风问题
大讨论活动，各党（工）委以党支部
为单位，以党支部会议、党员干部座
谈会等形式，与“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勇当先锋 做好
表率”专题活动等紧密结合、统筹推
进，动员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万宁市委将继续以零容忍态度惩治
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坚决做
到“有线索第一时间调查”“调查了
第一时间从重处理”“处理了第一时
间通报曝光”。

近期将开展全市干部作风问题大讨论

万宁全力整治扶贫领域作风问题

我省51个社科项目
获资助

本报海口11月29日讯（记者王
玉洁 通讯员何凌）海南日报记者11
月 28日从省社科联获悉，我省共有
51个社科项目获2018年国家社科基
金立项资助。其中重大项目3项、重
点项目1项、委托项目4项、一般项目
21项、青年项目8项、西部项目12项、
后期资助项目2项，共获得项目资助
经费1255万元。

省社科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今年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项目研
究主题特色鲜明，突出海南特色。例
如，重大项目“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的建设路径及法治保障研究”，根据
海南改革开放新的实际需求，从法
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研究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路径。

领导干部面对面请教专家

琼海借助“外脑”谋发展
本报嘉积 11月 29日电 （记者

丁平）琼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
中学习会近日召开。出席和列席的
琼海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面对面请
教专家。

近日，琼海开展一系列大研讨、
大学习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
件精神，凝聚智慧，共谋琼海发展良
策。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组
织中国社会科学院（智慧）城市实验
室主任刘治彦、中国科学院旅游中心
主任陈田、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
室主任谢志强等专家到琼海调研，走
访博鳌超级医院、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规划馆、中国（海南）南海
博物馆等，分析琼海发展现状，对琼
海的发展思路提出参考意见和建议。

随后，琼海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
面对面请教专家，双方就海南建设自
贸区、自贸港视野下琼海发展定位展
开深入讨论。

“专家学者都非常关心琼海发展，
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我们将把调研
成果以书面形式提交琼海市委、市政
府。”人民论坛杂志社副总编辑、人民
论坛网总编辑陈阳波说。

博鳌超级医院完成
一台房颤射频消融手术

本报嘉积11月29日电（记者丁平 通讯员
刘麦）11月29日，博鳌超级医院心血管内科临床
医学中心顺利完成了一台房颤射频消融手术，实
现了该医院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治疗零的突破。

完成本次手术的是博鳌超级医院心血管内科
临床医学中心张澍教授团队专家——陈明龙教
授。陈明龙是国内外著名的心血管病心电生理专
家，现任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教授、
心内科副主任。

据了解，此次手术应用了雅培公司EnSite
VelocityTM 5.0 新一代智能心脏三维标测系
统，该系统在三维模型取点密度、速度、智能化手
术操作软件方面较为领先。同时，此次手术应用
全球最先进的TactiCathTM光感应压力导管，
实时监测导管头端与消融病灶之间的压力数值，
保证了手术安全性。

本报文城11月 29日电 （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黄云平）针对扶贫
领域违纪违法问题多发频发等情
况，文昌市纪委监委近日在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强化执纪问责的同
时，选取近年来查处的13个扶贫领
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组织编印
《文昌市扶贫领域违纪违法案例
选编》手册，发放至全市2509名帮

扶责任人手中，用“身边案”开展
警示教育。

“要绷紧纪律作风这根弦，千万
不要动扶贫‘奶酪’。”一名帮扶责任
人在收到文昌市纪委监委精心编印
的《文昌市扶贫领域违纪违法案例选
编》手册时感慨道。

据悉，在选编的违纪违法案例
中，有的扶贫干部“雁过拔毛”，把黑

手伸向扶贫资金；有的吃拿卡要，以
种种借口向贫困户要好处；有的优
亲厚友，对不符合条件的亲朋好友
进行帮扶；有的审核不细致，漏发、
错发扶贫资金等，存在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手册中节选了部分违
纪干部的忏悔书，充分发挥警示教
育作用。

“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身边人

的违纪事实和忏悔更能直抵干部心
灵。”文昌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阅读了解
扶贫领域违纪违法案例，以案为鉴、
以案明纪，起到查处一案、警示一
批、教育一片的效果，让党员干部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以监督执纪
问责倒逼责任落实，助力打赢脱贫
攻坚战。

编印扶贫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手册

文昌用“身边案”警示教育扶贫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