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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广告

供 求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出售经营20年门诊临街旺铺
192平方米，电话:13005030555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典 当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19)琼01执93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8)海仲
字第803号仲裁裁决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9年01月22日立
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酷秀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李建华等人(单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
程中，本院拟将已查封的被执行人李建华名下位于海口市府城
镇凤翔路府城镇大院B幢第四层403房的房产予以处置。如对
该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包括异议书及相关证据、身份材料递交
至本院立案庭）。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产。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一九年九月九日

联系人：陈助理 联系电话：66722784

值班主任：丁静 主编：李冰 美编：杨薇

10月1日上午，槟榔谷黎苗文化旅
游区推出中国首家超感5D沉浸式海岛
台风体验馆“风雨情深”，为游客带来身
临其境抗击海岛风暴的震撼体验。

“风雨情深”情景体验馆位于景区雨
林苗寨核心区，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
总投资2000万元，耗时近一年打造完
成，可同时容纳500人。“风雨情深”体验
馆是海南民族文化创新实践的一次突
破，更是槟榔谷人以赤诚之心献给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的一份礼物。

从自然气候寻找创意灵感

“随着旅游新业态的不断变化，游客
对传统民族文化有了更多的要求和期
待，海南本土民族文化如何提升旅游消
费吸引力？关键是文化创新。”槟榔谷景
区负责人表示，“我们不想要同类化的产

品，而是要一个让中外游客身临其境、过
目不忘的文化产品。”

海南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地
区，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台风光顾，世代
生活在这里的黎族苗族同胞情同手足，
共同抗击台风的故事不胜枚举。但是，
从艺术和文化的角度去挖掘“海南故
事”，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海岛风暴的
舞台剧，目前在海南还没有。基于此，槟
榔谷管理团队和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建设
体验馆，从可行性方案、建设规划、故事
蓝本到场馆施工建设以及科技元素融合
的每个阶段，都凝聚了无数心血和智慧。

探秘“风雨情深”硬核科技

“风雨情深”海岛台风体验馆掩映在
雨林丛中，椭圆形的外观以绿叶点缀，有
着“绿色地球，美好家园”的吉祥寓意。

剧场内，270度穹顶的独特造型、全息空
间成像技术……传统和科技的元素融合
在一起，贴心细致的服务，让游客感受完
美的沉浸式体验。

“风雨情深”演出门票价格为 100
元/人，每天演出四场。

演出前，游客都会领到一份“特殊”
的礼物——雨衣和鞋套。为了真实体现
海岛风暴的威力，场内安装的若干台大
型风机和数十个喷头会随着剧情的变
化，逐级加强“狂风”和“暴雨”效果。除
了雨衣和鞋套，剧场观众席前还安装了
防护杆，确保游客安全。

邀您同唱民族团结大爱颂歌

10月1日上午10点，“风雨情深”迎
来首批游客，场内人气爆棚。全息空间
成像技术与民族歌舞完美融合，交织成

美轮美奂的热带海岛风情画卷。
整台演出分为“春暖花开”“久旱求

甘霖”“欢庆三月三”“患难见真情”四个
篇章。在这里，通过震撼的超感5D沉浸
式体验和真人实景演绎，游客被感人至
深的故事所打动。

“精彩！感人！震撼！”来自北京的游
客王燕说：“‘风雨情深’真的很棒！创意
独特，科技感与民族韵味融合得很完美，
感觉就像是自己在与海岛风暴抗争一样
真实，既深刻了解了台风自然灾害的强
大，也被各民族兄弟姐妹携手抗击台风的
感人情景深深触动，值得久久回味。”

一场百年不遇的狂风暴雨，一曲跌
宕起伏的团结颂歌，一部感人至深的民
族故事……槟榔谷邀请您身临其境，体
验“风雨情深”，感受风雨见真情、黎苗一
家亲的民族团结大爱故事。

策划/易建阳 文图/潘达强

槟榔谷推出“风雨情深”超感5D沉浸式海岛台风体验馆

风雨见真情 黎苗一家亲

专题

10月1日，“风雨情深”情景体验馆迎来首批游客，场内人气爆棚。

本报临城10月1日电（记者张
惠宁）打开手机APP“阳光餐饮”，即
可随时查看各个学校食堂后厨的卫
生情况以及整个做菜备餐的流程，发
现问题还可以即时保留证据方便投
诉。全省“阳光餐饮+智慧监管”工作
推进会日前在临高举行，来自全省各
市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教育部门
的相关负责人，在临高实地感受了

“阳光餐饮+智慧监管”的第三代校园
食堂监管模式。海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和省教育厅要求年底前，“阳光
餐饮+智慧监管”校园食堂监管模式
要覆盖我省绝大部分学校。

在临高第二思源实验学校，海南
日报记者看见，学校餐厅安装了两个
大显示屏，即时显示后厨工作人员切
菜、烹饪、备餐等环节。实际上只要
学校进入了“阳光餐饮+智慧监管”系
统，市场监管部门、家长及社会公众
就可以足不出户用手机APP随时了
解查看食堂的后厨情况。安装这套

系统的成本并不高，只需学校食堂具
备上网条件和安装必要的摄像头。

记者了解到，“阳光餐饮”的“阳光”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厨房操作流程可
以即时看到；二是有关餐饮信息全部公
示，食堂经营的许可证、工作人员的健
康证、米面粮油的来源情况等，也全部
公示，并且还能看到老百姓的评价信
息；三是实行“靶向监管”，家长或市民
在查看食堂视频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工
作人员没戴口罩、帽子，或地板有积水

等等不规范的行为，可直接一键投诉，
且系统会自动留存图像等证据。

“如果发现有老鼠跑过，系统会
自动抓拍，可以杜绝学校食堂‘三防’
措施落实不力的情况。”据临高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阳
光餐饮+智慧监管”管理模式，是由少
数人监管多数人，变为多数人监管少
数人，是用技术监管“做假”行为，让
经营主体自律，实现阳光共治。

目前，临高已有10所学校食堂

和两家社会餐饮单位在全省范围内
率先进入阳光餐饮管理系统。临高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麦延海表示，
到年底前，临高127家校园食堂将全
部实行“阳光餐饮+智慧监管”模式，
并且将逐步在全县餐饮单位普及。

“临高能做到的事，其他市县没
有理由做不到。”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和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学校食堂迅
速推进“阳光餐饮+智慧监管”模式，
实现校园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海南推动“阳光餐饮+智慧监管”校园食堂安全监管模式全覆盖

点开手机APP随时可看食堂后厨

本报海口 10 月 1 日讯 （记者
李磊）9月27日下午闭会的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9月30日上午，省司法厅
等单位在海口召开新闻发布会，对
《条例》进行了解读。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1996年6月27日，省一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海南经济特
区律师执业条例》（以下简称原《条
例》），该条例于2011年进行第一次
修订，至今已经实施23年，原《条例》
许多条款内容与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需
要，以及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已经
不相适应，为进一步加快推进律师专
业服务规范发展，打造海南自贸区自
贸港高质量的营商环境法律服务，有
必要对原《条例》进行相应修订。

《条例》创新了律师事务所的组
织形式，实现了2项制度创新：一是
放宽特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准入条件。除了执业律师外，允许
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造价
工程师、专利代理人等其他专业人士
成为特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合
伙人，但其人数和出资比例有一定限

制，均不得超过25%；二是借鉴新加
坡律师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律师事
务所实行公司化管理，允许按照有关
规定设立公司制律师事务所。

为进一步加大我省律师行业对
外开放程度，增强律师行业涉外法律
服务能力，《条例》中新增加了诸多涉
外法律服务内容，如：允许外国和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
事务所驻海南代表机构依照有关规
定从事部分涉海南的商事非诉讼法
律事务；允许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海
南经济特区的律师事务所实行协议

联营；内地律师事务所可以按照有关
规定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律师事务所驻海南代表机构派
驻内地律师担任内地法律顾问等。

为吸引优秀律师特别是优秀青
年律师来琼创业，增加法律服务供
给，《条例》还对司法部规定的合伙律
师事务所设立条件进行了变通：对普
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设立出资额由
30万元降低到10万元；对特殊普通
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设立人数由20名
以上降低到10名以上；对特殊普通
合伙律师事务所的设立出资额由
1000万元降低到100万元。

省司法厅解读《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条例》

放宽准入条件 扩大我省律师行业对外开放

海南楚风木石博物馆开馆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卫小林）10月

1日上午，以海南元素为主要藏品的民办博物馆
海南楚风木石博物馆在海南花卉大世界开馆。

该馆馆长胡庆魁介绍，展览分室外馆和
室内馆两部分。室外馆为海南特有树种盆景
园，展出40多种以原生海南树材创作的盆
景，如野漆、吊壁、山桑、穿破石、夜来香等。
室内馆分为南渡江树化石、南渡江古沉木（阴
沉木）雕和海南黄花梨三部分，其中，南渡江
古沉木雕刻作品如《十八罗汉》《达摩》《屈原》
《苏东坡》等惟妙惟肖，令人驻足流连。

海南赏石文化协会和海南大学的专家学
者认为，该馆是一个海南树种盆景的大观园，
对海南特色园艺、盆景的科研、普及和生产将
产生推动作用。

胡庆魁是省纪委退休干部，1993年来琼
后痴迷于海南树种盆景创作和南渡江树化
石、古沉木及海南黄花梨收藏。

白沙微型公交车投入试运营
本报牙叉10月1日电（记者曾毓慧 通

讯员崔立娜）10月1日上午，在白沙黎族自
治县主城区里，9辆翠绿色的开放式微型公
交车满载着市民与游客沿路穿行，格外引人
注目。据悉，自10月1日起，白沙首批微公
交投入试运营。

本次投入的微型公交车可乘坐9名乘
客，最后一排可以放置行李。据负责运营的
海汽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计划，10月1
日先投放9辆微型公交车，其余的11辆车也
将于10月中旬投放到位。

据悉，该批微公交试运营1个月，试运营
期间首末班为6:30至18:30，招手即停，上
车投币2元。目前暂划定7条线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纪念邮票在我省发售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
员陈佳佳）10月1日，由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邮票在海南全
省26个邮政集邮网点同步发售，不少集邮爱好
者一大早就来到邮政营业厅外排队等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邮票
1套5枚，小型张1枚。全套邮票面值为12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邮
票将在集邮网厅、中国邮政手机客户端和中
国邮政微邮局集邮微信商城同步出售。“十
一”期间，中国邮政还将发行《中俄建交七十
周年》《中斯建交七十周年》《古代思想家
（二）》共三套纪念邮票。

我省本月下旬开展
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

本报海口10月1日讯（记者陈
卓斌）省委网信办9月30日发布启
事，计划于10月下旬举办“2019年
海南省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练”活
动。本次演练将组织16支网络安
全渗透测试队伍，对我省30个重点
保卫目标进行网络安全实战攻防演
练，以检验我省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单位网络安全防护、应急处置和指
挥调度能力，提高我省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的综合防御能力。

本次演练共分3个轮次进行，每
轮次周期为10个工作日。此次演
练将依托专业技术平台开展，演练
开始前将对所有渗透测试队员和安
全防护队伍进行平台使用、纪律要
求等培训。为保障本次演练取得实
效，省委网信办将向社会公开邀请
网络安全团队参加演练。

有意向者可在10月18日之前，
将报名材料整合发送至主办方电子
邮箱（HNWLAQ@126.com）。境
内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相关机构人员、大中专院校师生以
及网络安全团队成员，均可自由组
队报名。

演练结束后，省委网信办将举
行总结表彰大会，并对获得突出成
果的渗透测试队伍和安全防护队伍
予以表彰。据悉，本次演练设置了
总金额为36万元的奖励，分三轮予
以奖励。

本报海口 10 月 1 日讯 （记者
王玉洁）当前越来越多海南青年选
择到乡村创业，挖掘海南农村的特
色农产品及特色技艺。如何帮助
更多优秀创业青年，打造一批具有
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拓宽青年创
业就业渠道，成了海南共青团组织
思考的问题。

9月29日，主题为“打造青农品
牌 助力乡村振兴”的海南青年农产
品品牌打造系列活动在海口启动。

在团省委的牵头组织下，该活动从建
立专家智库、举办品牌提升训练营、
量化打造品牌成效、实施品牌提升帮
扶计划、开展品牌产品展销专场等方
面帮助创业青年提升品牌意识，对全
省优秀青年农产品品牌进行升级打
造，支持广大青年积极参与脱贫攻
坚，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邀请50名不同领域、不同
专业的品牌打造专家组成专家智
库，并将举办品牌提升训练营，对遴

选出来的最具潜力品牌负责人进行
培训，帮助创业青年讲好产品故事、
做好品牌设计、明确品牌发展思路
及方向，助力品牌可持续发展。值
得一提的是，该系列活动还将对品
牌打造前后进行量化对比，通过数
据分析直观地展现产品在品牌升级
打造后的市场变化。

即日起至 12 月下旬，凡是在
海南注册并符合条件的农村专业
合作社、农业企业及农产品品牌

运营服务企业等，都可携品牌项
目报名参加该系列活动。详情可
登录“海南共青团”官方网站查询
报名。

据悉，2017年至2018年，在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该系列活动成
功挖掘打造了文昌椰子饭、润美润黎
锦、昌江霸王岭山鸡、故香村百香果、
多文空心菜、慧牛、高峰农业、老椰农
椰子油、胡椒哥和黄阿姨粽子等10
个品牌。

我省举办系列活动助力青年农产品品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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