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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热烈祝贺海南省商业总会第四届七次理事会在海口召开！
抓住机遇 广聚力量 海南省商业总会用实际行动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

6月10日下午，海南省商业总会第四届七次理事会在海口召开。海南省商业总会会长、常务副会长单位：邮政银行海南省分行、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

司、中国人寿保险海南省分公司、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南核电有限公司的主要领导和副

会长单位、常务理事单位、理事单位的主要领导出席会议，监事会主席副主席单位领导列席会议。

会议通过《开展诚信会员单位创建活动通知》、《海南十大手信评选办法》，抓住机遇，广聚力量支持海南自贸港建设。届中增补调整第四届理事会成员单

位事项，根据《海南省商业总会章程》、《海南省商业总会领导成员单位审批任职规范》，经大会表决通过，增补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南核电有限公司、海南椰

海粮油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海南杨庄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海南茶盈航商贸有限公司、海南新佳盛投

资有限公司、弘顺醉海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和海口龙华南家花生干果商行有限公司为第四届副会长单位，增补晋升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等8家第四届常务

理事单位和26家第四届理事单位，增补2家第四届监事会副主席单位，同时调整7家副会长单位和1家常务理事单位为第四届理事单位。

本广告由贵州金沙窖酒酒业有限公司（贵州两大高端酱酒之一摘要酒）独家赞助 书读经典 酒饮摘要 联系电话：18976963999

为充分展现博鳌亚洲论坛20年来

取得的成就和亮点，结合主题公园特

性和旅游产品特点，突出创意设计艺

术性，提升公园整体形象，彰显博鳌亚

洲论坛特色，受海南省委宣传部委托，

现面向全国征集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

园展陈大纲和展陈创意设计方案。邀

请具有类似项目成功经验的优秀策

划、创意机构参加征集活动。

一、项目名称：博鳌亚洲论坛主题

公园展陈大纲和展陈设计方式

二、征集单位：海南日报有限责任

公司

三、项目概况

公园项目位于海南省琼海市博鳌

镇东屿岛，用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

主要承接非正式会晤、展览和观光的

功能。论坛主题公园建筑主体结构为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约

2000平方米，由9个琼海博鳌镇民居

式院落、20个房间、5个VIP会客厅、1

个游客中心等多个建筑物组成。

本次所征集的内容为博鳌亚洲论

坛主题公园的展陈大纲和展陈创意设

计方案，包括公园公共空间环境、9个

院落、20个房间、1个游客中心。

四、项目要求

1.展陈理念要新颖。要将公园的

展示功能（展示20年来论坛的成就）与

旅游、休闲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既严肃

又生动活泼，成为每年论坛活动的重

要内容和重要场所。

2.展陈手段丰富。综合运用传统

的展陈手段与现代声、光、电等多媒体

手段以及雕塑的艺术手段，充分展现

论坛的多元文化、海南的本土文化，并

与周边的优美环境、论坛公园的建筑

风格巧妙结合。

3.展陈要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的

参观需求。在功能上满足展览、会务、

酒会、观光及夜间活动的要求；在人群

上满足年会重要嘉宾、年会代表及游

客等人群的参观、休闲的需要。

4.应征单位须履行保密义务。未

得到征集单位书面同意不得对外透露

和使用征集单位提供的图文材料。

五、奖项设置

设5名入围奖，每个入围方案奖金

人民币2万元。入围的方案归征集单位所

有，设计单位均可获邀参与博鳌亚洲论坛

主题公园布展施工项目的公开招标。

六、评审及应用

1.初评。拟组织评审小组对投稿

方案进行集中评审，评审将综合考虑

方案的创意性、可行性、安全性和经济

性，评出5个入围方案，并将评审结果

向社会公开发布。

2.终评。由评审小组对入围的5

个方案进行细致评审，评选出1个最佳

方案。

3.应用。如果最佳方案与征集单

位项目需求相符合，则由征集单位与

最佳方案创作单位签订项目设计合作

合同，不再发放入围奖金人民币2万

元。最佳方案创作单位按征集单位的

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设计方案。

七、投稿须知

1.截止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0年6月30日止。

2.提交材料包含资质材料和方案

材料，文本图册共七套，正本一套，副

本六套，加盖公章和骑缝章并装袋密

封，直接递交或邮寄给征集单位。

（1）资质材料包含单位介绍信、营

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被授权人姓名及身份

证号码、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

（2）方案材料包含展陈大纲、创意

设计方案、展陈场地功能规划、施工报

价表（另附Excel文件）、同类项目业绩

等应征单位认为需要的其它证明材料。

3.多媒体汇报材料一份，刻录成

光盘。

4.应征单位在方案征集过程中所

发生的一切费用自行负责。

八、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黄尹宣

电话：0898-66810236

13006081306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

金盘路30号

邮政编码：570216

电子邮箱：515235241@qq.com

特别声明：征集单位须保证提交

作品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征集单

位拥有入围作品的所有权、完全使用

权，并保留对此次活动的最终解释

权。所有征集作品恕不退还，并以此

公告视同完成告知义务。

海南日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9日

博鳌亚洲论坛主题公园展陈大纲和展陈创意设计方案征集公告

问：什么是社区矫正？
答：社区矫正是指将判处管制、宣

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或批准暂予监
外执行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
家机关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
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决定或批准确
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
习的非监禁刑事执行活动。

问：《社区矫正法》的颁布实施有哪
些重大意义？

答：《社区矫正法》共有九章六十三
条，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社区矫正工
作的法律。它的制定出台，填补了我国
社区矫正工作缺乏统领性主干法律依
据的空白，在社区矫正工作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社区矫正法》的颁布实
施在完善社区矫正法律规范体系的进
程中迈出关键性一步，是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执行制度的重大
成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对于构建科学高
效的刑事执行体系，建立法治化、制度
化、规范化的刑事执法制度，推动社区
矫正工作和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社区矫正法》适用矫正的对象
有哪些？

答：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
释、决定或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适
用本法。

问：《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精神和总
体要求有哪些？

答：《社区矫正法》的立法精神和
总体要求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坚
持依法管理与尊重保障人权相统一，

明确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属性和工
作目标；二是坚持专门机关为主体与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相统一，明确了社
区矫正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三是坚持法律责任与权利义务相统
一，明确了社区矫正机构的法律地位
及法律责任；四是社区矫正法坚持监
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统一，明确了社
区矫正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执行程序；
五是坚持提升专业化水平与加强保障
相统一，明确了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
要求和保障制度。

问：海南省司法厅在学习宣传贯彻
《社区矫正法》上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海南省司法厅党委高度重视
《社区矫正法》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工
作，党委理论中心组第一时间组织专题
学习，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专题研究部署《社区矫正法》的学习
宣传贯彻落实工作，陆续印发了《海南
省司法厅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方案》《海南省
司法厅 海南省普治办关于开展社区矫
正法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海南省司
法厅办公室关于开展社区矫正法学习
宣传月活动的通知》等3个文件，要求各
地各部门从7个方面认真抓好落实：一
是组织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专题学
习；二是组织省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专题学习；三是组织召开专题
研讨会，深入探讨《社区矫正法》在我省
的贯彻落实工作；四是开展《社区矫正
法》进机关单位、进社区、进农村、进进
公共场所、进网络等“五进”宣传活动；
五是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体制机制，继

续深入推进刑罚执行一体化建设；六是
做好现行规章制度立改废工作；七是认
真开展《社区矫正法》贯彻落实的指导
监督检查工作。

问：海南省什么时候开始开展社区
矫正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答：我省社区矫正工作于2005年
开始试点，15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
的正确领导支持下，海南省司法厅牢
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提高
社区矫正质量为主线，管理与服务并
重，规范和创新结合，不断加强社区矫
正制度建设，积极探索形式多样的监
管教育帮扶措施，构建了多层面的社
区矫正组织机构保障体系，初步组建
了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培
育了“立德迁善 共享阳光”等多个教
育矫正品牌，促进了我省社区矫正工
作顺利健康发展。截至目前，全省已
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23730 人，累
计解除矫正 19542 人，现有在册社区
矫正对象4188人。15年来，我省未发
生社区矫正对象产生的较大社会影响
的恶性事件，也无社区矫正对象参与
制造任何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
特大案事件，尤其在重要会议、重大活
动等重要敏感时期都顺利完成我省社
区矫正的安保维稳工作，实现了重要
敏感时期社区矫正对象零犯罪、零脱
管、零漏管的目标，取得了良好的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2020 年海南省社
区矫正管理局被司法部授予“全国社
区矫正机构先进集体”和“全国司法行
政系统特赦实施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等荣誉称号。

《社区矫正法》下月正式施行，海南怎么做——

加强制度建设 探索帮扶措施

6 月 9 日上午，海南省
司法厅在三亚举办《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以
下简称《社区矫正法》）巡回
讲座，开启我省《社区矫正
法》巡讲活动序幕。

据了解，省司法厅举办此
次活动，旨在学习宣传贯彻落
实好《社区矫正法》，推进和规
范社区矫正工作，保障刑事判
决、刑事裁定和暂予监外执行
决定的正确执行。

巡讲启动仪式上，省司
法厅一级巡视员王河山对
《社区矫正法》巡讲活动做
了总体部署要求，对《社区
矫正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
义、立法精神和总体框架进
行了简要的介绍。海南大
学法学院副院长、海南省法
学会副秘书长刘政和省司
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副局
长陈长兴两位专家分别从
理论和实务两个角度为各

市县分管领导、三亚市司法
行政系统工作人员、社区矫
正工作者、志愿者等约150
名相关工作人员详细解读
了《社区矫正法》。

据介绍，为确保《社区
矫正法》在我省顺利贯彻
实施，海南省司法厅陆续
印发了《海南省司法厅关
于开展社区矫正法学习宣
传活动的通知》《海南省司
法厅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社
区矫正法〉实施方案》《海南
省司法厅关于开展社区矫
正法学习宣传月活动的通
知》等 3 个文件，从依法设
立社区矫正委员会、规范社
区矫正机构、配齐配强工作
队伍、开展普法宣传“五进”
活动、清理和修订社区矫正
现有规章制度等七个方面
对我省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社区矫正法》，进行了专
门的部署。

《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区矫
正法》（以下简
称《社区矫正
法》）于 2019
年 12 月 28 日
经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表
决通过，将于
今年 7 月 1 日
正式施行。

什么是社
区矫正、《社区
矫正法》的意义
是什么、适用矫
正对象有哪些、
海南省司法厅
在宣传贯彻上
采用了哪些措
施 ……6 月 8
日，围绕《社区
矫正法》相关问
题，海南省社区
矫正管理局局
长郭光星进行
了全面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市县巡讲活动在三亚启动

（策划/梁子 撰文/梁子 薛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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