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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本省新闻 2022年11月16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张成林 主编：欧英才 美编：陈海冰 检校：王振文 陈旭辉A06 时政

■■■■■ ■■■■■ ■■■■■

“金椰奖”征集到
3761部报名影片

本届电影节邀请到国
际知名策展人、电影史学
家、评论家及电影制片人
马可·穆勒担任艺术总监，
携 7 名国际选片艺术顾
问，加入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策展团队，为第四届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遴选优秀
影片。据了解，马可·穆勒
曾在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
影节等多个国际电影节任
艺术总监。

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金椰奖”面向全球征集
2021 年 8 月 15 日以后制
作完成的优秀影片。自今
年7月 21日至9月 26日，
收到来自116个国家及地
区 的 报 名 影 片 共 3761
部。其中，国外地区报名
影片数量为3050部，占比
81.1%。

“金椰奖”官方评委会
将在主节期间从入围影片
中评选出最佳影片、最佳
导演、评委会大奖、最佳男
演员、最佳女演员、最佳编
剧、最佳技术、最佳纪录长
片、最佳短片等奖项。

本届电影节邀约的嘉宾
级别也进一步提升，有老、
中、青三代的国内外著名艺
术家，包括演员、导演、制片
人、技术指导等，覆盖了电影
的全产业链。

本报海口 11 月 15 日讯
（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卢家宁）11
月15日下午，第四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
行。发布会上，本届海南岛国际
电影节主视觉海报正式发布。

据介绍，本届电影节主视觉
海报的主题是“光亮”，寓意“向
光而生，与影同行”。海报将电
影与海南特色元素进行融合，采
用极简的设计风格，同时也延续
了前三届电影节主视觉的色调。

色彩造型方面，海报大胆
使用黄、绿撞色的色彩对比。
黄色为背景色，给人以阳光温
暖、积极向上的感觉，象征着电
影行业尚未被发掘的优质青年
电影人才。墨绿色是造型元素
的主色，绿色是环保色，代表着
海南的优美生态环境，同时也
象征着电影行业未来蓬勃发展
的生命力。黄绿交织，代表着
温暖与希望共存，也体现着椰
树精神。

海报中，人物手中的光束使
用了更加明亮的白色，代表了海
南岛国际电影节愿为电影人照
亮前路的态度，人们也可以通过
光影之梦品味生活。此外，海报
中运用了沙粒效果，增强了画面
的质感，进一步突出活泼、向上、
蓬勃发展的寓意。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主视觉海报发布

向光而生
与影同行

■ 本报记者 李豌 叶媛媛
通讯员 毛景慧

11月 10日，走进定安县龙门镇
政府一楼办公室，该镇干部冯年贵正
和同事整理海口羊山大道至定安母瑞
山公路（定安段）项目被征农户资料。
自征地工作启动以来，他们并肩作战，
把办公室当“家”，一干就是个把月。

1个月间，在各部门的通力配合和
干部的日夜奋斗中，定安完成了海口

羊山大道至定安母瑞山公路（定安段）
项目征地工作，达成签约3300户、征
地3594.52亩，跑出了征地“加速度”。

时间回到10月13日，当天，定安
全面启动海口羊山大道至定安母瑞山
公路（定安段）项目征地工作。为确保
征地工作顺利推进，定安印发工作实
施方案，成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
人任双组长的征地工作领导小组，下
设征地指挥部和征地工作组，强化领
导体系、建立上下贯通的工作机制。

“在镇里进一步落实工作的过程
中，我们还成立了以镇委书记、镇长为
双组长的‘8+3+25’三级小组模式的征
地工作领导小组（8个镇级工作组、3个
村级征地小组、25个村民小组征地组），
制定项目征地工作计划安排表，明确每
个时间节点、每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定
安县翰林镇党委书记谢文博介绍。

“县里的测绘人员快到了，我先下
村了，剩下的资料你帮我整理一下。”11
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间隙，龙门
镇征地小组组长之一的黄承峰抓起桌
上的草帽，便匆匆往外走。他这次要去
解决的是两户村民对土地测量存在争

议的问题。由于第一次测量时，只有一
方当事人在，造成测量存在争议。

为确保公平公正，他们再次邀请
专业人员，会同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土
地进行重新测量。“有争议的土地面积
虽然不大，但只要是涉及群众的利益，
一分一毫也要较真，确保权属地块农
户利益保障到位。”黄承峰告诉记者。

谢文博说，在这次征地过程中，大
部分群众全力支持征地工作，不仅主
动配合，还带头签约、及时宣讲政策、
帮助答疑解惑，带动了征收工作的顺
利推进。“征地是为了修路，修路是民
生工程，路通了财富才能通！而且干

部们到实地盯测量，挨家挨户做宣传，
所有环节我们老百姓都知道。现在干
部里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态度好、有活
力，我们愿意支持政府工作。”翰林镇
翰林村村民陈春秀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
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
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定安县委主
要负责人说，定安将此次征地工作结合

“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一同推进，“这
是对全县干部能力作风的一次大考，也
是锤炼‘争一流’‘创一流’干部队伍的
良好契机。”（本报定城11月15日电）

仅用1个月完成100%签约，定安跑出项目征地“加速度”

征一分地 倾百般情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见行动

本报海口 11月
15日讯 （记者尤梦
瑜 实习生卢家宁）

11 月 15 日下午，
第四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新闻发
布 会 在 海 口 举
行。海南日报记
者从发布会上获
悉，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和海南省
政府共同主办的
第四届海南岛国
际电影节将于 12
月 3日至 10日在
三亚举行。

第四届海南
岛国际电影节是
在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之后，海南
举办的一项国际
性大型文化活动，
也是展示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成
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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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加快构建
综合行政执法制度体系
实现执法办案程序等“六个统一”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陈琪）近日，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综合行政执法协作暂行
规定》和《海南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
（2022年版）》。这是我省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效能、推进“市县一支
队伍管执法”工作的又一有力举措。

2021年9月，省委、省政府为加强省级统筹
协调和综合指导，将省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调整到省司法厅。一年多来，在明确我
省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方向和问题症结的基础
上，省司法厅密集推动出台6项制度，加快构建科
学合理的综合行政执法制度体系。

刚刚出台的《海南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
目录（2022年版）》事项多、依据全、排序精、机制
活，对农业、市场监管等27个领域的行政处罚和
行政强制措施进行了全面梳理，涉及法律、法规、
规章1197部，确定全省行政执法事项4058项，其
中纳入市县综合行政执法事项3633项。《海南省
综合行政执法协作暂行规定》则厘清了各级政府、
业务主管部门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职责，明确
了涉嫌行政违法问题线索移送标准和程序、证据
固定措施及责任，提出了联合执法和派驻管理等
新路径，为加强协作提供了方向指引。

截至目前，我省已经基本实现了综合行政执
法事项指导目录、执法办案程序、执法文书格式、执
法资格考试、执法装备配备、执法服装标识等“六个
统一”，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海南快递包装
绿色转型步伐加快

本报海口11月15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
员孙培超 饶松）可循环快递箱、全生物降解包装
袋、可循环集装袋……11月15日，在省邮政管理
局联合海南师范大学举办的2022年海南省邮政
快递业“绿色快递”进校园暨“安全寄递 绿色无
毒”主题宣传活动上，大学生们“最感兴趣”的内容
之一，是宣传展台上摆放的快递绿色包装。

“这是海南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一大‘利
器’。”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
全省邮政快递业按照“禁、限、减、循、降”基本思
路，多措并举推进快递绿色包装应用，我省快递包
装绿色转型步伐明显加快，减量化、标准化、循环
化水平不断提升。

截至今年9月底，全省邮政快递业采购使用符
合标准的包装材料比例超99%，主要品牌寄递企
业都用上了全生物降解包装袋，按照规范封装操作
比例和可降解胶带应用比例不断提升；电商邮快件
不再二次包装比例和一联电子运单比例超99%，
大幅减少了快递包装和纸张使用量；加快可循环集
装袋应用，企业采购应用可循环快递箱（盒）数量超
14万个，累计节约快递包装约200万个。

三亚大幅压缩
知识产权纠纷办理时间
办理周期将压缩一半

本报三亚11月15日电（记者李梦楠）11月
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三亚市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办事指南》（以
下简称《指南》）已正式发布，通过优化工作流程，
大幅压缩知识产权纠纷的办理时间，实现知识产
权纠纷快速处理，范围覆盖知识产权全领域。

据悉，《指南》列明受理范围、条件、材料清单、
处理期限、流程、申请途径等，其中，对于符合快速
处理受理条件的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人民调
解的办理周期由原来的30个自然日缩短为15个
自然日，压缩率达50%；仲裁办理时限明确为在
达成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7个自然日内作出调解
书或裁决书，或最后一次开庭后30个自然日内作
出裁决；诉讼的办案周期争取类型化案件审判时
限由6个月缩短为4个月左右。

据了解，目前三亚开通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
理线上线下受理渠道，申请人向三亚市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申请的，可从调解、仲裁、诉讼中选择合
适的处理方式，由该中心快速流转到相应单位快
速处理。申请人直接向三亚市城郊法院提起诉讼
的，该院审核通过后可根据当事人意愿，将案件推
送至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或三亚市知识产权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快速调解，调解不成的
案件将继续进行诉讼处理。

琼海加快创建数字人民币
全域试点示范区

本报嘉积11月15日电（记者陈子仪 通讯
员彭子娥）11月1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市相
关部门获悉，琼海积极推动数字人民币全域试点
示范区创建工作，先后落地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
缴纳税费业务、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购买国债业
务、全省首单数字人民币购买新能源汽车业务、全
国首个乡镇公交路线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以及全
国首个非居民小额便利数字人民币支付场景。

据悉，中国人民银行琼海支行充分利用博鳌
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生态资源，指导6家试点银行以
博鳌为中心推动周边旅游景点数字人民币场景建
设，成功在博鳌机场、博鳌免税店、乐城先行区综合
商圈等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此外，琼海成功
打造了潭门海鲜农贸市场数字人民币应用示范一
条街，并在镇（区）近30个信用村搭建数字人民币
应用场景，实现了美丽乡村内的商超零售、餐饮服
务、酒店民宿等数字人民币收付功能的广泛覆盖。

掀起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展映单元呈现
全球佳作

今 年 电 影 节 设 立
“星光首映”“影展甄选”
“亚洲新生代”“天涯海
角”“采珠拾贝”“聚焦经
典”六大展映单元，预计
展映影片 80至 100 部。
新增的“影展甄选”单元
精选国际知名电影节的
前沿作品。本届特别设
立“亚洲新生代”单元，
关注亚洲地区新人作
品，打造亚洲电影创作
的风向标。

除 了 六 大 展 映 版
块，本届电影节继续开
展“全岛放映”“户外放
映”等展映活动，旨在延
续在展映形式上的独特
性和开放性，提升民众
的体验感与参与度，吸
引更多观众认识、了解
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与此同时，本届电
影节还聚焦全球电影最
新动态、关注影坛可持
续发展，邀请国内外著
名导演、摄影师、电影翻
译家，举办电影大师班
活动。大师班将以现场
座谈及远程连线的形式
开展，为电影人和影迷
提供交流的机会。

活动丰富
亮点纷呈

本届电影节开幕式、闭
幕式将在三亚海棠湾广场举
办。三亚湾红树林酒店将用
作电影大师班、论坛、创投
会、展映的场地，同时大东
海、三亚阿那亚等地将用作
户外展映地。据介绍，电影
节邀请的演艺人士主要在开
幕式和闭幕式中亮相。

本届电影节还将举办七
场论坛活动，有立足海南，面
向世界的海南自贸港建设赋
能电影产业稳步发展高峰论
坛；有探索影像新可能，关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纪录片
论坛、女性电影论坛、中国儿
童电影产业发展论坛、创作
论坛；有聚焦科技力量，共创
产业未来的电影发行放映论
坛，以及全新独立单元——
电影科技论坛。

在发掘新生力量方
面，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
节创投会面向全球华语创
作者征集剧本项目和制作
中项目，经过43天的征集，
共计收到702份报名项目，
相比上届增长25.1%。在
市场活动方面，主办方将
举办最佳拍摄景区推介
大会、光明影院公益项目
等活动，为电影市场的发
展提供多元化空间，为电
影人和影迷呈现多样化
视角。

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主视觉海报。 组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