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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优

在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临时
搭建的活动办公板房里，新坡法庭
庭长、一级法官吴育海的桌椅后面
仍堆积着高高的卷宗，开庭排期表
上写着计划他主审的案件，但他再
也不会醒来了。

按照开庭排期计划，3月4日，47
岁的吴育海这天连开了4个庭，审理
了5宗案件。下班时，他只是对同事
轻描淡写地说有点累，想回家休息。
但没想到当天晚上就传来他在家里不

幸猝死的噩耗。
房间的灯亮着，吴育海倒在书

桌前，几袋案卷和他写的案件分析
散落在旁……这一幕成为吴育海的
妻子、龙华区检察院公诉局局长李
威男心中永远的痛：“我总觉得有一
天他还会推门进来，亲切地说：老
婆，我回来了。”

丈夫的辛苦，同在司法系统工作
的李威男看在眼里。但她也知道，丈
夫将一生的辛劳和心血全部奉献给了
他所热爱的司法事业。

吴育海自1994年从海南大学法

学院毕业即进入龙华区法院工作，25
年来先后在刑庭、行政庭、执行局、民
二庭、办公室、新坡法庭等岗位工作，
今年是他到新坡法庭的第 5 个年
头。新坡法庭是龙华区法院的派出
法庭，辛劳、艰苦自然不必说。该法
庭目前还没有自己的办公楼，只能借
用新坡镇政府的办公室作为开庭和
办公场所。吴育海除了承办新坡法
庭辖区的案件外，还承担审理院里案
件的任务。

吴育海数年如一日地往返于龙华
区法院和新坡镇，走村入户，在田间地

头调解纠纷，但他并不觉得辛苦。脚
踏实地与老百姓打交道，在基层开展
审判工作，反而更令他开心。秉持着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原则，吴育
海走遍了新坡法庭辖区 2个镇 140
个自然村。也正因吴育海对辖区的
风土人情、矛盾关系熟悉了解，一看
人、一开口，就能洞悉其中利害关系，
保证调解审判的思路“跑”在正确的轨
道上。

即使风尘仆仆，也要尽忠履
职。自吴育海2015年4月被派驻新
坡法庭后至2018年，他共受理案件

1117件，结案1104件，结案率高达
98.84%。

在同事眼里，他是风趣幽默，总
把“生活上有啥困难告诉我”挂在嘴
边的海哥；在当事人面前，他是拒绝
接受锦旗，只说一句“这是分内的事”
的好法官……

吴育海的朋友圈中，多是他拍摄
的乡间花朵、宁静水面、落日斜阳。他
曾对妻子和儿子说，要带他们到村子
里、到他工作的地方走走看看。

这个小小的愿望再也无法实现了。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

一天审理5宗案，他累倒在书桌前
——追忆海口市龙华区法院新坡法庭庭长、一级法官吴育海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记者尤
梦瑜 袁宇）4月15日是我国第四个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海南日报记
者了解到，我省相关部门在4月15
日当日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结
合海南实际，多渠道、多平台、多手
段，组织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
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4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口
市明珠广场、三角池广场、汽车西站、
忠介路步行街等地看到，各类国家安

全宣传教育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
相关部门通过摆放宣传板、悬挂条幅
标语等方式宣传国家安全知识，还组
织开展了倡议签名活动。活动现场还
设置了有奖问答环节，广大市民通过
扫描二维码参与知识问答互动，领取
礼品。工作人员还在现场解答市民的
疑问，并进行普法宣传。三亚市举办
了“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暨国家
安全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开展了包
括集体签名等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

万宁市在万城镇开展“4·15”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暨扫黑除恶禁毒系列宣传
活动，通过悬挂横幅、派发资料等多种
方式向群众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活动
吸引了上千人次参与。

今年教育日活动期间，手机、网
络等各类新媒体平台的运用也成为
宣教工作的一大亮点。南海网在教
育日当天发布“一张图教你读懂国家
安全法”新闻图解、H5互动页面等，
并在其微信公众号推出“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网络知识竞答”。天涯论坛
则制作发布了20秒的国家安全宣传
公益广告，并在其微信公众号、抖音
账号上广泛推送。

4月15日晚，由省委国安办、省
教育厅、省国家安全厅、省国家保密
局等部门联合举办的“第四届海南省
大学生国家安全知识竞赛”节目在海
南广播电视总台播出，学子们的激烈
角逐也在青年群体中掀起国安知识
学习热潮。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国家安全宣传教育高度重视。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就加强国家安全教育作出重要指
示。2019年，全省各有关部门切实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指示要求，积极
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旨在增
强全省干部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推
动全社会形成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
合力。

我省多渠道多平台开展国家安全宣教活动
进一步树立全民国家安全观

关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4月15日，正值第4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与驻地东河镇旧村小学联合开展“走进军营，感知国
防”国家安全教育活动。他们通过开展国防知识宣讲、武警装备展示、军事科目演示和体验训练科目等一系列活动，让50余名
师生“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接受国防教育，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雷辙 摄影报道

走进军营 感知国防
海南菜篮子价格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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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称
鲜猪肉
鲜猪肉
鲜羊肉
鲜牛肉
鸡肉
鸡蛋
带鱼
青椒
尖椒
芹菜
油菜
圆白菜
豆角
韭菜
西红柿
胡萝卜
土豆
大白菜
蒜苔
冬瓜
苦瓜
空心菜
地瓜叶

规格、等级
黑猪精瘦肉
黑猪肋条肉
新鲜带骨
新鲜去骨

白条鸡、开膛、上等
新鲜完整 鸡场蛋

冰鲜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未经处理，按把换算

农贸市场均价
19.13
13.13
52.50
49.68
13.67
6.71
25.46
4.84
5.84
5.63
3.41
2.65
3.92
3.99
4.64
3.05
2.75
2.54
8.45
2.32
4.78
2.96
2.66

日环比
0.66%
-0.19%
-1.48%
-0.01%
0.64%
-0.73%
-0.32%
0.28%
0.06%
2.74%
0.63%
-0.16%
5.29%
4.30%
-1.79%
0.07%
0.36%
-0.53%
-4.59%
-0.10%
-1.12%
-0.13%
0.24%

《动力变革》（韩文版）
在首尔发布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记者梁振君）4月11
日，由韩国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韩国与时
斋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的创新动力与中美关系
研讨会暨《动力变革》（韩文版）出版纪念会”在韩
国首尔举行。研讨会上，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主编的《动力变革——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跨越》韩文版正式发布。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15日从中改院获悉的。

每年推出一本改革研究报告，是中改院努力
打造“中国改革智库”的重要任务之一。过去几
年，中改院形成的年度改革研究报告，有的被作为
政府规划和政策文件起草的重要参阅件，有的被
多个国家部委、省市指定为领导干部读物，有的成
为年度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向全球出版
发行。

■ 新华社记者 凌广志 王晖余 吴茂辉

在中央宣布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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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年之际，
海南省委通过了《中共海南省委关于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
区为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打下坚
实基础的意见》，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
态，推进全面开放高质量新格局的加
快形成。

多项“全国率先”
彰显开放魄力

4月11日，中国（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第二批制度创新案例发布。海
口海关探索将境外游艇入境担保纳入
关税保证保险范围，在全国率先实施
境外游艇入境关税保证保险制度，大
幅降低了境外游艇入境成本。

海南游艇业开放近期还开创了另
一项“全国率先”：海南省对境外游艇
开展临时开放水域审批试点，减少了
审批层级，简化了审批流程，成为全国

首个开展此业务的试点省份。
去年以来，一系列“全国率先”的

海南开放政策相继落地。如实施59
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截至今年
2月末，已有30余万名外国人免签赴
海南旅游，同比增长12.9%；外资试点
设立经营演出经纪机构和演出场所经
营单位审批权下放海南。

旅游消费领域开放政策进一步放
宽，助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海南离岛免税每人每年累计免税
购物限额从1.6万元增加到3万元，且
不限次数。统一岛内外居民待遇，乘
轮船离岛旅客享受离岛免税政策。新
增设海口、博鳌两家免税店。

海南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正式上线运行自由贸易账户，数千家
企业开设账户，沪琼两地自由贸易账
户实现业务联动。“这是海南金融业国
际化的一次重要尝试，为有实力的企
业走向国际化提供通道。”中国银行海
南省分行行长常冰雁说。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国家标准版
覆盖海空港口岸并拓展至海关特殊监
管区，海南“单一窗口”特色功能已初
步上线，如将游艇入境申报和全流程
监控纳入“单一窗口”办理，在全国率
先实现邮轮游艇全方位无缝监管。

开放型经济新体系
加快建立

在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
年会上，海南借助年会组织开展了30
多场和外商的“一对一”会谈等活动。

海南对外资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引进外资举措
成效初显。去年4月13日以来，签约
项目230个，注册项目公司106家，其
中世界500强27家，国际四大会计师
事务所等8家知名专业服务机构入驻。

牛津大学计算机系系统安全中心
主任艾文·马丁诺维奇越来越喜欢海
南。“这里不仅有绝佳的生态环境，更
有着罕见的区块链场景应用需求，还
有开放包容的政策环境。”

艾文·马丁诺维奇是牛津海南区
块链研究院的一名科学家，这个研究
院由海南生态软件园和牛津大学合作
设立，吸纳了一批全球区块链领域的
知名专家。这是海南加快高新技术对
外合作，吸引国际高端人才的一个生
动注脚。

海南以重点项目为载体和突破
口，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引进外资企业和外资项目，外

资外贸增长势头迅猛。
数据显示，去年海南实际利用外

资、进出口额分别增长113%、21%，
预计今年一季度分别增长 51 倍、
92%；去年海南新设外资企业167家、
同比增长92%，预计今年一季度新设
外资企业82家、同比增长447%。

海南全方位深化对外交往与合
作。如国际航线拓展到74条，并力争
到2020年开通100条。已开通14条
国际邮轮航线，集装箱国际班轮航线
增至9条，努力将洋浦港建成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新支点。

“海南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正加速
建立，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加快形成。”
海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深改办（自贸
办）常务副主任孙大海说。

瞄准更高开放水平
继续发力

海南不仅是我国最大的自贸试验
区，同时肩负着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
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的
重任。

当前，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政策
和制度体系正加快研究，但海南开放

的广度和深度仍亟待拓展，必须要有
更宽的视野、更大的力度和更高的标
准。海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王胜说，海南下一步将把发展视
野拓展至亚洲乃至全球，努力打造四
小时、八小时飞行经济圈。

13日，海南省委召开七届六次全
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行再部署。

“海南建设自贸试验区的最终目标是
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海南省委
主要负责人表示，海南必须坚持开放
为先，探索开展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先
行先试，着力培育打造总部经济、健康
疗养、互联网等十二类重点园区，建设
人流、物流、资金流进出信息系统和社
会管理信息化平台等，为压茬探索自
贸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做准备。

海南将加强以建立开放型经济新
体系为重点的制度创新，以外资为重
点精准招商引资，引进符合中国国情、
海南实际、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产业项
目和市场主体，形成资本增量。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认为，未来2-3年是自贸试验区
向自由贸易港过渡的关键阶段，海南要
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在推动形成我国
对外开放新格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华社海口4月15日电）

中央媒体看海南

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建设开放高地——

海南加快推进全面开放高质量新格局形成
全省中小学教育信息化
应用示范校名单出炉
30所学校上榜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韩小雨）4月15日，省教育厅公布全省中小学
教育信息化应用示范校2019年度培育名单，共有
海口市第四中学等30所学校上榜。此外，省教育
厅还公布了海南省中小学同步课堂应用示范校培
育入围学校名单，共有海口市第十中学等5所学
校上榜。

根据相关通知要求，省教育厅此前已组织专
家，对各市县推荐的学校进行了书面申报材料评
审及现场核实，最终将入选学校名单予以公布。
各地需组织入选学校对照信息化应用示范校的培
育实施方案，明确培育内容和经费预算，制定项目
推进计划时间表，认真撰写项目实施计划书，于4
月22日前报送至省电教馆。

我省清明节期间
接林草火警27起
治安拘留1人，问责23人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记者孙慧）4月15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获悉，今年清明
节期间全省共接林草火警27起，目前已治安拘留
1人，行政问责23人。

据悉，27起火警中发生森林火灾4起，儋州
市、东方市、临高县、定安县各1起。其中，一般
森林火灾 2 起，较大森林火灾 2 起，过火面积
6.63公顷，受害森林面积5.15公顷。火灾均在当
日被扑灭，全省没有发生重大森林火灾和人员伤
亡事故。

截至4月12日，27起林草火警处理完毕14
起（含立案结案1起），正在调查13起（含立案调
查6起），治安拘留1人，行政问责23人。按照省
委省政府有关指示，省应急管理厅继续督促市县
查处余下的13起火警火灾事故。

海口秀英集中整治
住宅小区环境卫生
两物业公司各被罚6000元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为全面推进文明城市建设工作，进一步
加大环境整治力度，连日来，海口市秀英区加大
住宅小区环境卫生乱象整治力度。4月15日，在
住宅小区环境卫生乱象检查联合行动中，秀英区
对天利物业海口分公司和绿地缤纷城物业两家
物业公司下达立案处罚文书，两家公司分别被罚
款6000元。

4月14日至15日，秀英区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住保中心、属地街道办等职能部门对辖区范
围内住宅小区环境卫生乱象开展联合整治，发
现部分小区存在废弃垃圾乱堆乱放、生活垃圾
清理不到位、垃圾桶未盖等共性问题。执法人
员当场对违规小区物业下达限时整改文书，要
求物业必须按照“双创”标准进行整改，能现场
整改的立行立改，不能马上整改的3天内务必
整改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