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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中基层法院院长培训班举行

适应自贸港建设新形势
全面提升法院履职能力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
崔善红）为进一步提升全省中基层法院院长履职
能力，加强全省法院队伍建设，7月20日，全省中
基层法院院长培训班在海口举行。

培训班上，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陈凤超就如
何做好一名新时期的人民法院院长，为全体参训
人员进行了授课；部分基层法院院长作了履职交
流；全体参训人员进行了分组学习讨论，纷纷表示
将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认真履职，为加快
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法治力量。

此次培训班强调，全省各中基层法院院长要
在把握好人民法院职责定位的基础上，把握好人
民法院院长应当履行的党建职责、法律职责、管理
职责和社会职责，担当好“七种角色”，切实当好责
任的第一买单人、狠抓落实的推动者、攻坚克难的
示范者、良好生态的培育者、化解矛盾的高手和干
警的贴心人等。要培养“六种思维和一种情怀”，
即全面系统思维、政治思维、法治思维、全局思维、
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和司法为民情怀。要提升“八
种能力”做好“八个表率”，即提升政治能力，做讲
政治的表率；提升把握大局、服务大局的能力，做
服务大局的表率；提升改革创新能力，做讲创新的
表率；提升领导能力，做讲团结的表率；提升学习
能力，做讲学习的表率；提升实干能力，做讲实干
的表率；提升科学管理能力，做懂规矩的表率；提
升拒腐防变的能力，做讲廉洁的表率。

我省举办提升
公务员英语水平示范培训班
持续营造与自贸港建设
相适应的国际语言环境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李磊 通讯员杨
哲）为进一步提高我省公务员外语运用能力，7月
20日，海南省提升公务员英语水平示范培训班在
中改院举行了开班仪式，培训班的学员由各市县
和部分省直单位择优选派，均为45周岁以下且具
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公务员。

据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充分发挥
公务员模范带头作用，持续营造与自贸港建设相
适应的国际语言环境，省委组织部于4月底制定
印发了《2020—2025年海南省全面提升公务员
外语水平行动方案》，着眼“夯基础、抓增量、优存
量、搭平台”，采取10条具体措施来全面提升公务
员队伍外语水平，“学好外语 ABC，建设海南
FTP（Free Trade Port自贸港）”的理念在公务
员队伍中已形成初步共识。当前，全省上下掀起
了学习贯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的浪
潮，举办提升公务员英语水平示范培训班，重在做
好示范引领、营造良好氛围，旨在进一步拓展我省
公务员国际视野、增强公务员应对国际竞争能力。

为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省委组织部会同有
关部门周密部署、精心组织，就培训时间、内容等
提前征求参训学员意见。培训强调对标国际先进
水平，坚持授课师资精益求精、教学资源优中选
优、研讨交流深入透彻的教学理念，采取专题讲
座、现场模拟教学、交流互动、演讲比赛等形式进
行，确保取得实际成效。

广告·热线：66810888

■政策宣讲

大力推进职业技能提升
支持稳定和促进就业（一）

调整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岗扩岗。自今年1月起，企业对

新吸纳的人员开展适岗培训的，按每人8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

咨询电话：12333

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海南省财政厅

2020年7月20日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申请执行人海南众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莫雄保追偿权

纠纷一案中，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 琼0105民初7529号

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莫雄保不主动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定于2020年8月26日10时至2020年8月27日

10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阿里巴巴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法院账户名: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

http: //sf. taobao. com/0898/13)上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莫雄保名

下位于海口市秀英区长海大道14号华盛·中央公园一期7#楼33层

A3306房(不动产权证号: YG061469,合同备案号: L00187936)。

特此公告。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O二O年七月十七日

(2019)琼0105执2809号之一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海南银行总部大楼项目方案公示启事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海南银行总部大楼项目位于江东
新区起步区，项目拟建2栋（地上8层，地下2层）商务办公楼，总建筑
面积为88864.78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51017.78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37847平方米）。项目指标基本与在编控规及市政府批复
规划条件一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退用地红线地块2-01分别
为3.05米、13.3米、15.5米、5米；地块2-02分别为7米、3.05米、5米、
5米。基本满足起步区窄路密网建设要求及城市消防管控要求。为
征询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0年7月21至8月3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haikou.

gov.cn/）;海南日报；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jdglj@163.com。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美兰区兴洋大道181号二楼规划

建设部，邮政编码：571127。
（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5686626，联系人：高铭聪。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 2020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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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7月20日电（记者梁君
穷 通讯员李鹏程）随着国内疫情防控
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全国复工复产
复商复市稳步推进，三亚航空市场需
求逐渐恢复。7月19日，海航集团旗
下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以下简称凤凰
机场）航班起降数量、旅客吞吐量两项
数据今年1月下旬以来实现增长，分别
达到315架次、48876人次，比去年7

月19日增长0.6%和1.0%。
据悉，在疫情防控工作趋稳的前

提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
案》的发布，释放了诸多政策红利，助
推了海南“航空+旅游”事业的快速复
苏。离岛免税购物额度及品类的调
增、跨省团队旅游的重启以及暑运的
到来，更是让热带滨海旅游度假目的
地三亚获得了极高人气，吸引了广大

游客慕名而来。
凤凰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面对

日益增长的客流，凤凰机场从细节入
手，以提升航班正常率、优化旅客服务
流程、增加免税提货点、改善航站楼环
境等措施为抓手，秉承“凤凰于飞·温
馨相随”的服务理念，持续优化旅客候
机体验，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做好航空服务。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邓
海宁 通讯员蔡莲珠 陈栋泽）海南日
报记者7月20日从海口美兰国际机
场（以下简称美兰机场）获悉，截至目
前已有12家航空公司确定今年暑期
新增海口至上海、合肥、沈阳等城市共

计1022架次航班，海口至厦门、桂林、
重庆、沈阳、哈尔滨等城市的原定取消
航班也将恢复，美兰机场国内航空市
场有望在暑运期间逐步回升。

据了解，随着暑运的到来，美兰机
场的生产运营情况呈加速恢复性增长

的良好态势。目前，美兰机场平均每
日的国内航班量可达340架次、国内
旅客吞吐量可达到4.6万人次，同比已
分别恢复至85%和80%左右。此外，
现已有海南航空、东方航空等12家航
空公司确定在暑期新增海口至上海、

合肥、沈阳、揭阳、重庆、杭州等城市共
计1022架次航班，恢复海口至厦门、
桂林、重庆、沈阳、哈尔滨等城市共计
406架次的原定取消航班，并计划在8
月进一步加大海口的航空运力投入。

据悉，下一步美兰机场将持续做

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积极稳固国
内疫情防控成果，守好海南民航空港
安全防线。同时，全力服务国家战略，
激发岛内旅游市场活力，不断完善海
南航线网络布局，促进本地航空事业
的发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添砖加瓦。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袁
宇）7月20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管理局（以下简称乐城管理
局）在海口举行发布会，会上推出“智
慧乐城三件套”：“乐城全健康”小程
序、永不落幕国际创新药械线上展、
特许药械追溯管理平台。三个互联
网智慧产品组成“智慧乐城1.0版”，
将为患者提供全方位服务，为药械厂
商提供更大展示平台，为乐城先行区

“管得住、放得开”提供切实抓手。

乐城智慧化升级
云端可挂院士号看国际展

“通过这个小程序，以后在微信

上就可以挂上院士号。”腾讯海南
公司总经理姜宁在发布会上介绍，

“乐城全健康”小程序是乐城管理局
联合腾讯公司打造的区域远程医疗
中心，通过互联网工具实现乐城先
进医疗特色服务。

据介绍，“乐城全健康”小程序
是基于腾讯云服务基础，依托微信
小程序的应用载体，集预约挂号、需
求登记、患者招募、在线咨询、特色
产品等功能于一体，可为患者提供
涵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移动医疗
解决方案。

乐城的“智慧化”升级，不仅提供
了云端挂号服务，还可以云端看展。
今年4月 10日，全国唯一可以长期

展示在国内未上市创新药械的展览
——海南博鳌乐城永不落幕国际创
新药械展在乐城先行区正式开幕。
药械展共有25家跨国药械厂商、300
多种未在国内上市的国际创新药品
及器械参展。

永不落幕国际创新药械线上展
依托先进技术手段打破时间、空间
限制，无需来到现场即可在云端
360 度观看每一个线下展商展位，
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云端漫游
参观，为药械厂商提供更广阔的展
示平台。

发布会现场演示了云展厅VR
视觉效果，线上药械展让线下活动
在互联网上得到延续，也让更多观

众能够足不出户，在云端沉浸式漫
游全球领先药械成为可能。

乐城将借力高科技
打造智慧医疗产业园区

“为了方便来乐城先行区就医
的患者，我们在乐城管理局、省卫健
委、海口海关、省药监局的帮助下，
利用电子签章技术，实现线上不见
面极简审批办理，将系统建设前患
者平均27天的审批等待时间，缩短
为朝夕之间。”东软集团副总裁张燕
庆在介绍特许药械追溯平台时表
示，特许药械追溯管理平台利用窄
带物联网、区块链、GIS电子围栏等

技术手段，开发了特许药械追溯管
理平台，实现特许药械申请、审批、
采购、通关、运输、仓储到使用的全
过程覆盖监管，确保特许药械来源
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
信息不可篡改。

乐城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顾
刚在智慧乐城发布会上表示，这次
发布的三件产品只是“智慧乐城”建
设迈出的第一步，下一步乐城管理
局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
据挖掘等技术，推动医学诊断、临床
治疗、医院运营等领域创新，打造智
慧医疗产业综合体，探索智慧海南
的医疗领域制度集成创新，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

美兰机场国内航空市场逐步回暖
12家航空公司今年暑期将新增1022架次航班

诸多利好助人气高升

凤凰机场两项数据实现增长

博鳌乐城先行区发布“智慧乐城三件套”

畅享云端挂号看展 全程监管特许药械

省委党校新校区
7栋建筑封顶

2020年（第八届）海南乡村
旅游文化节闭幕

系列活动擦亮
乡村旅游特色招牌

本报嘉积7月20日电（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马思思）7月20日傍晚，
由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和琼海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0年（第八
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在琼海市龙
寿洋万亩田野公园落下帷幕。

本届乡村旅游文化节自6月18日
启动以来，主会场琼海先后推出了包
括琼海乡村旅游推介会、2020年（第八
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开幕式、乡村
旅游与扶贫论坛、海南（琼海）旅游美
食与特色农产品展销会、乡村旅游文
化和非遗图片展、乡村旅游公益骑行
徒步活动、“千车万人进乡村”推广活
动、媒体乡村采风行等精彩活动。

为期一个月的2020海南热带乡
村旅游月活动也在全省各市县陆续开
展，为市民游客献上海南乡村旅游文
化大餐。

当天的闭幕式上，同时举行了龙
寿洋万亩田野公园小火车发车仪式。
据悉，这是我省开通的首条田野观光
小火车。现场嘉宾乘坐上“振兴号”小
火车游览美丽的龙寿洋万亩田野风
景，感受“全域旅游，‘乡’约琼海”的美
好旅游体验。

7月19日
凤凰机场航班起降数量、旅客吞吐量

分别达到

比去年7月19日增长0.6%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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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多部门联合开展
水上无线电秩序管理专项整治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汪蓓 石俊）日
前，海南海事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海口通信中
心在洋浦联合开展水上无线电秩序管理专项整治
工作，重点打击非法岸台干扰水上无线电通信秩
序、非法占用无线电通信频道及不按规定使用
AIS设备等各类违法行为。

在洋浦海事局，联合执法组重点了解洋浦
周边水域水上无线电活动特点和各类违法行为
查处情况；在洋浦小铲滩港务有限公司所属码
头、白马井锚地、海南炼化百万吨乙烯项目施工
区域等现场，联合执法组利用无线电检测车和
无线电测向仪对重点区域无线电信号进行系统
监测，排查非法岸台；联合执法组还登轮对船舶
无线电文书及无线电设备进行检查，重点检查
是否存在关闭 AIS 信号、不按规定准确填写
AIS信息、“一船多码”“一码多船”及非法占用
通信频道等行为。

日前，俯瞰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省委党校新校区建设项目工地。据了解，该项目共有11栋建筑体，目前已有7栋主体结构封
顶，其余4栋完成过半工程。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聘钊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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