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省人民政府府副省长王路在开幕
致辞中强调袁塑造一个成功的品牌袁不仅能
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袁也能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袁并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遥 海南各级政
府高度重视品牌建设袁相信品牌年度人物峰
会在海南的成功举办袁将有力地提升海南企
业的品牌意识袁促进品牌建设遥

在品牌人物对话环节袁品牌联盟渊北京冤
咨询股份公司董事长王永邀请袁海南省农垦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尧董事长杨
思涛袁合尊集团董事长尧台北 S Hotel董事长
汪小菲袁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尧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唐国强袁 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尧
华达国际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尧中华慈善总
会荣誉会长李晓华袁JAYJUN COSMETIC

渊捷俊化妆品冤董事长王腾袁拜博口腔医疗集
团董事长黎昌仁一同对话袁就企业家的责任
与价值以及品牌年度人物的智慧与贡献进
行深入探讨遥
据悉袁 峰会自 19日起就已陆续举行包

括平行分论坛尧贵宾欢迎晚宴尧高峰论坛尧主
旨演讲尧颁奖盛典尧品牌之旅尧品牌导师专场
等 20余场主题活动内容遥

12月 20日晚袁举行 2017渊第十二届冤品
牌年度人物颁奖盛典遥 活动现场颁布野2017
中国十大品牌年度人物冶野2017中国品牌年度
人物窑元素奖冶野2017中国十大品牌官冶 等奖
项遥 大会 21日还将举行企业家海南野品牌之
旅冶野海南省知名企业家品牌推介座谈会冶野品
牌导师专场冶野闭幕午宴冶等峰会主题活动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段然冤 2017海南首届
人工智能大会于 12月 20日在中
国渊海南冤改革发展研究院举行遥
作为本届海南野互联网+冶创

新创业节的重要活动之一袁本次
大会邀请国内外 10多位人工智
能领域顶尖行业专家莅临现场
并作了精彩分享遥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袁会议全
程由人机互动主持袁 那流畅尧智
慧的主持过程袁让在场的参会者
充分领略到人工智能的先进和
魅力遥
与会专家认为袁未来人工智

能技术将推动新一轮的信息技
术革命袁势必将成为我省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的新支点遥

海南首届人工智能大会召开

探讨发展新趋势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袁省委宣
传部尧省文体厅尧省记协自即日
起袁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案
件线索举报遥 我们郑重承诺院严
守保密规定袁对重要线索一查到
底袁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遥
举报电话院
12318渊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冤
66810531渊省记协冤
举报邮箱院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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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海口琼山宣贯十九大精神

文艺巡回演出
圆满收官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12月 20日上午袁 琼山区
凤翔社区一楼会议室座无虚席袁 省农
业厅副厅长赵咏望给基层党员上了一
堂别开生面的十九大精神宣讲课遥
在两个多小时的宣讲中袁 赵咏望

从全面准确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
神尧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尧全面推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袁 做了
深入浅出的解读遥 他强调要准确把握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政治意义尧 历史意
义尧理论意义尧实践意义袁把力量凝聚
到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
来袁 使十九大精神成为推动事业发展
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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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
端记者 段然冤 12月 20日袁2017(第
三届)野一带一路冶创新创业高峰论
坛在海口举行遥 作为 2017海南野互
联网冶 创新创业节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 本次高峰论坛突显国际元素遥
会议现场袁 来自世界各地的创客尧
投资人齐聚一堂袁共同探讨野一带
一路冶下各国产业合作发展的创新
模式遥
据悉袁2017(第三届)野一带一路冶

创新创业高峰论坛以野国际互联袁创
新海南冶 为主题遥 论坛邀请来自美
国尧德国尧澳大利亚尧荷兰尧芬兰尧以

色列尧立陶宛尧爱沙尼亚尧拉脱维亚
等 20余个国家与地区代表和企业
机构出席袁加强海南国际招商引智袁
拉开海南吸引国际人才来琼创新创
业的序幕遥

据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
负责人介绍袁 与前两届相比袁2017
海南野互联网冶创新创业节国际化发
展视野更为突出袁 策划举办 APEC
中小企业云+创新创业论坛尧野一带
一路冶沿线国家创新创业高峰论坛尧
野共建海上丝绸之路冶国际海缆通信
论坛尧 亚太区域互联网创新创业高
峰论坛等四大国际性活动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辉) 自 12月起袁琼山区开展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基
层巡回演出活动遥
活动内容丰富多彩袁包括快板尧朗

诵等 12个节目袁独唱叶不忘初心曳唱响
主旋律袁弘扬正能量曰三句半叶中国走
进新时代曳语言生动活泼接地气曰舞蹈
叶新时代曳舞出新面貌新气象遥 本系列
活动将党的十九大精神与传统艺术相
结合袁 让老百姓更加充分地了解党的
十九大精神袁 从而汇聚起同心共筑中
国梦的磅礴力量遥
当前袁 巡演活动已走进琼山区七

个乡镇渊云龙镇尧红旗镇尧三门坡镇尧甲
子镇尧旧州镇尧龙塘镇尧大坡镇冤及四个
街道渊国兴街道尧府城街道尧滨江街道尧
凤翔街道冤袁总计举办了 11场袁直接受
众达到近万人次遥

省农业厅
深入凤翔社区
宣讲十九大精神

商报全媒体讯(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臧会彬) 根据省文明委统一部
署袁省网信办日前制定了叶海南省网络
文明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曳袁 决定分阶
段尧跨市县开展网络文明行动袁完善网
络内容管理制度袁 规范互联网信息内
容执法行为袁 倡导形成全省人民文明
上网的良好风气遥

根据方案袁 行动的第一阶段为
2017至 2018年袁 主要内容是大力开
展野净网冶专项行动尧网上野扫黄打非冶
等网络违法有害信息整治工作袁 做到
年内网上违法有害信息数量逐年下
降曰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为袁争取
做到重点区域网络诈骗案件逐年下
降; 积极推进互联网用户实名制和公

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袁 使网络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逐年下降遥

行动的第二阶段为 2019至 2020
年袁 主要内容是切实推动各类网上执
法专项行动袁 加大对违法和不良信息
的举报工作力度袁 做到年内网上违法
有害信息数量显著降低曰面向机关尧社
区尧青少年广泛开展网络文明教育袁弘
扬优秀网络文化袁创建绿色网络环境袁
特别注重提升青少年学生网络素养袁
引导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网络文明风
尚袁同时基本实现全省网吧绿色化尧文
明化曰 全方位多举措从严从快打击电
信网络诈骗袁 力争在之前基础上实现
网络诈骗案件数量显著下降袁 切实清
除电信网络诈骗的毒瘤曰 在主要网站
全面落实互联网用户真实信息注册工
作袁 同时严厉打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曰 迎接全国文明办检查组对
我省网络文明建设的中期考评袁 争取

获得好成绩遥
行动的第三阶段为 2021至 2022

年袁 主要内容是有效遏制电信网络犯
罪活动的蔓延袁 让人民群众的财产安
全得到有效保护曰 力争实现主要网站
互联网用户实名制基本普及袁 实现全
省各市县网吧尧校园网络绿色化曰力争
实现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
较之前大幅下降曰 确保全省网络文明
建设明显加强袁网络空间生态良好袁呈
现出风清气朗的互联网环境遥
省委宣传部网络新闻管理处处长

陈志远介绍袁行动过程中袁全省各级网
信办将组织开展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
网络文明宣传教育活动袁比如袁通过开
展野网络文明进社区冶活动袁提高社区
广大网民文明素质尧 法制素养和辨别
能力袁 让社区邻里之间通过网络进行
更好的沟通与交流;通过开展野网络文
明进校园冶活动袁为师生提供网络安全

意识尧网络文明素养尧网络法律法规尧
网络防护技能等主题的网络文明教
育袁形成网络文明教育常态化尧长效化
机制袁培育良好的校园文明道德风尚遥
此外袁 省网信办还将开展全省互

联网用户实名制落实情况全面摸排袁
对未全面落实实名制的主要网站进行
督促袁要求限期完成用户实名制工作曰
健全各互动传播平台技术系统袁 对用
户注册信息认真审核检查袁及时发现尧
封停尧 注销通过虚假身份信息注册的
账号曰建立用户黑名单制度袁将假冒他
人名义开设账号尧 多次编造传播恶性
谣言等情节恶劣的用户纳入黑名单遥
记者了解到袁此前袁省网信办已按

照中央网信办要求袁联合省妇联尧省总
工会尧团省委等多个部门袁推出了系列
形式多样尧 内容丰富的中国好网民主
题活动袁 为顺利开展网络文明专项行
动打下了扎实基础遥

商报全媒体讯 (椰网/海拔手
机端记者 陈王凤 通讯员 邹小和冤
12月 20 日袁 记者从省水务厅获
悉袁海南省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预防
区域和重点治理区域袁 涉及全省
19个市县袁 重点预防和治理面积
共 16442平方公里遥
据了解袁全省省级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域涉及 15个市 (县)袁重
点预防区面积 12960公里遥省级水
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划定 6个省级
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袁 涉及 13个

市(县)袁重点治理区面积 3482平方
公里遥
据了解袁我省海南岛全域为水

土流失易发区域袁生产建设项目要
依法采取水土保持预防治理措施袁
有效控制人为水土流失遥要以全省
水土保持区划为依据袁全面实施预
防保护措施袁 加大江河源头区尧重
要水源地和海岸带及附属岛屿预
防保护力度曰以小流域为单元加强
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和其他水土
流失严重区域的综合治理遥

省网信办制定叶海南省网络文明专项行动工作方案曳

倡导全省形成文明上网良好风气

海南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和治理区域

实施预防保护 强化综合治理

2017野一带一路冶创新创业高峰论坛开幕

国际创客云集 共话未来发展

2017品牌年度人物峰会海口举行

品牌人物齐聚 探讨品牌建设

琼西北沿海丘陵台地水土流失重点
治理区
南渡江中下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海文东部沿海阶地水土流失重点治

理区
万泉河中下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昌化江下游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琼南沿海丘陵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海南岛北部海头至博鳌
沿海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儋州屯昌琼海低丘台地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海南岛西部水土流失重
点预防区

海南岛东南沿海水土流
失重点预防区

重点预防区 重点治理区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臧会彬冤
12月 20日上午袁以野创势与共进冶为主题的 2017渊第
十二届冤品牌年度人物峰会在海南省国际会展中心隆
重召开遥 第二十五届品牌联盟高峰论坛同日举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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