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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臧会彬冤8日袁 法国滨海夏朗德
省副省长希尔维窑马尔西里一行袁在
吉林省外办欧美处处长刘志坚陪同
下袁来到海口市长影野环球 100冶项目地
参观考察遥 双方就未来在影视文化尧影
视制作尧教育培训尧旅游演艺和特色商
贸等可能展开的合作方向进行洽谈遥
据了解袁未来袁长影海南文化产业

集团将加强与法国滨海夏朗德省影视
产业的合作袁双方合办 野亚洲阳光电
影节冶将落户海口袁致力成为国际旅游
岛又一张亮丽名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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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海南总队野枪王冶吴腾飞秉承野竹棚精神冶带出海南新生保卫力量

“枪王”苦练精气神铸剑卫海岛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冤他有精湛的技艺袁

精准枪法不差毫厘曰他有过人的胆识袁驻守安保不畏艰难遥 他就是武
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特战大队大队长吴腾飞遥 从 19岁入伍以来袁14
载的军旅生涯袁铸就了他一股傲人的精气神遥

在特战大队里袁吴腾飞的名字无人不知尧无人不晓袁并不是因为
他是大队长袁而是他所取得的荣誉以及被大家尊称的野枪王冶称号遥 如
今袁走上新岗位的他袁将继续和这支新组建的特战大队一起袁坚定不
移地为人民服务尧努力拼搏遥

海口市政协委员朱鼎耀院
以“智慧城市”引领海南旅游业发展

政协海口市十四届委员会三次会议开幕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

拔手机端记者 王辉冤2月 9 日
下午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海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隆重开幕遥
政协海口市第十四届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应出席委员 276
名袁实际到会委员 268名袁符合
规定人数遥 9日 15时袁大会正

式开幕袁全场起立袁奏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遥 会议审议通
过政协海口市第十四届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议程曰听取政协
海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 曰听取政协海
口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政协海口市第十四届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
情况的报告遥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陈王凤冤自 2010年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袁海南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
然风光优势袁实现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遥 海口作为国际旅游岛省会城市袁旅游地位不言而喻袁2017年年度旅游人数更是达到两千四百
万袁创下历史新高袁旅游市场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遥但随着旅游产业竞争越来越大袁传统型旅游尧单一的观光游览难免显得乏味沉
闷袁海口未来旅游业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新模式尧新方向遥 对此袁海口市政协委员朱鼎耀建议袁将海口市打造成数字化的野智慧城市冶袁
推动海口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袁增强其市场生存力和竞争力袁把海口推向旅游创新的前沿遥

朱鼎耀认为袁 海口真正的创
新机遇必须建立在城市数字化的
基础上袁充分利用科技发展成果袁
加强城市交通尧 旅游资源等数字
化建设袁 为游客带来新鲜的超强
体验以感受城市的舒适与便捷遥
关于建设数字城市袁 国外已

经有许多成功的案例遥 美国应用
智能交通系统袁 将先进的基于通
信的信息与电子技术融入交通基

础设施与车辆中袁 通过增强车辆
安全性尧缓解交通堵塞尧实现收费
自动化等袁 促进了交通安全与移
动便捷性曰 洲际酒店集团聚合位
于酒店网页尧移动 App尧等线上和
线下的分散性数据袁 为客户建立
统一的界面袁 将这些数据用于营
销和提升个性化服务袁 提升客户
体验遥
对此袁 朱鼎耀建议海口大力

发展自动化和智能交通袁 完善旅
游地理信息系统袁 加大城市智能
化进程袁 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多
便利遥比如院增加传感设备以更好
地控制资源袁 加快故障排除和适
应性曰整合地理信息及车辆资源袁
更好地控制交通运输系统的运
转曰提供专业尧及时尧多语言版本
的数字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等袁
整合野旅游世界冶与野网络世界冶遥

引入千兆光纤、5G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万物互联

建设智慧城市的先决条件是
拥有低价尧便利的网络基础设施袁
实现网络连通性的关键要素就是
信息基础设施遥

如果采用传统技术袁 海南
的连通势必难以实现袁 为实现高
速连接的愿景袁 需要对周围的技
术世界进行新一轮探索遥 目前袁工
业革命的成果正在走向终结袁整
个人类社会正在期待着一场颠覆

性的信息技术革命遥 随着移动通
信技术的发展袁 技术先进性得到
显著提升袁 能否牢牢把握住这一
机会袁成为发展的关键遥

因此袁朱鼎耀建议袁海口市
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袁 将科
学技术与智慧城市的核心规划结
合袁将通讯技术与跟人工智能尧大
数据紧密结合袁 开启一个万物互
联的全新时代遥 具体可通过以下

方式推进袁 比如在全市范围内实
现千兆光纤尧高速移动网络尧窄带
物联网等全覆盖曰加大投入袁早日
将 5G网络的应用从基础研发测
试阶段推进至大规模商用阶段曰
在旅游景区和公共场所实现WiFi
的一点登录尧自由接入等袁为海口
市旅游业数字化发展助力遥 同时袁
要强化网络监测袁 扩大量子保密
通信应用袁保障网络信息安全遥

建设高效有序、信息主导、数据共享的新型智慧城市

委员
建议

纵观世界袁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基
础设施的建设袁不仅是因为它们对于经
济和社会的重要性袁还因为其拥有准公
共产品属性袁需要大量资源袁单独依靠
市场的力量无法保证合理有序的发展遥

根据这一现象袁朱鼎耀建议袁政府
要高度重视交通尧信息尧旅游尧公共服务
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袁 加强引导与监督袁
提供必要的政策扶持遥 在推进过程中袁
要发挥创新精神袁整合民间分散化的市
场配置资源机制尧 制定规范的管理制
度尧提供专项发展资金或补贴等袁充分
发挥政府职能袁统筹空间布局袁优化资
源配置袁为建设野智慧城市冶提供完善的
基础设施袁提升海口市的旅游品牌形象
和旅游产业竞争力遥

朱鼎耀说袁海口市自身的自然美景
和人文特色已经为当地旅游业发展成
功打下了良好基础袁他相信袁随着野智慧
城市冶的建成袁海口的城市影响力必将
更加显著袁 旅游市场必将更加开阔袁在
以智慧旅游为主导的野旅游时代冶中必
将创造新的辉煌遥

政府要牵头引导
并持续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很多人私底下称吴腾飞为野冷血动物冶袁因为
他训练起来不要命遥在练习击发时袁吴腾飞带的兵
每天要扣扳机训练 3000次以上袁不少人手指扣得
抽了筋袁他还给每个人的上铺床板贴张靶纸袁要求
就寝前紧盯靶心半小时遥吴腾飞心中更加笃信院唯
有严格训练适应各种环境袁 才能保证在战场上不
丢下任何一个兄弟遥
吴腾飞不怕牺牲尧忠诚使命遥 入伍多年来袁吴

腾飞先后被武警部队表彰为野维稳工作先进个人冶
野优秀共产党员冶野优秀基层主官冶袁 荣获第十九届
野十大忠诚卫士冶提名奖尧第二十届野十大忠诚卫
士冶袁被总队表彰为年度野军事训练标兵冶袁荣获海
南省野五窑四冶青年奖章袁个人荣立一等功 1次尧二
等功 1次尧三等功 3次遥 不仅如此袁吴腾飞还带出

了 1个一等功袁2个二等功袁36个三等功荣立者袁
40余名官兵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袁18名官
兵退伍后被公安特警录取遥

2018年 1月袁 武警海南总队机动支队特战大
队成立袁这支特战大队将成为海南省的野反恐先锋
队冶遥 站在新的岗位上袁从一名中队长到如今的大
队长袁吴腾飞知道袁他将要面临着除了训练以外更
多的文案工作遥 野海南建省将近 30周年袁一直传承
着特区精神袁就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袁这也是我们
一直秉承的 耶竹棚精神爷要要要从零开始袁 敢于胜
利遥 冶吴腾飞说袁大队要全力推行实战化训练袁使得
战士们个个都是尖兵袁人人都是个顶个袁时时刻刻
准备着决胜于反恐战场袁 成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
南新征程中重要的保卫力量遥

吴腾飞深刻理解尧积极践行野绝对快尧相
对准冶的实战射击理念袁达到了 15秒内长短枪
满弹夹互换尧45发子弹 80%命中的快速射击极
限标准袁 成为总队该训练领域的王牌带头人遥
也正因为如此袁野枪王冶的头衔才会悄然地在战
友们之间传开遥

15秒射出 45发子弹袁而且是长短枪互换袁
这速度是有多快才能做得到遥 那么袁他是怎么
做到的袁有什么训练秘诀吗钥

野其实也没什么秘诀袁就是每天坚持不懈
地训练袁给自己加码袁不达到目的不罢休遥 冶吴腾
飞告诉记者袁野哪怕是为了提高 0.1秒袁都要训练
一下午甚至好几天遥 冶吴腾飞说遥

当战友们训练结束返回宿舍后袁训练场上
仍然还有一个健硕的身影袁那就是吴腾飞给自
己的野加码冶时间遥 站立尧握枪尧瞄准尧射击尧卧倒
噎噎各种训练动作每天都在不断地重复袁仿佛
是设定好的一般袁不同的只是衔接节奏会逐渐
变快遥 当吴腾飞的成绩达到 30秒射出 45发子
弹时袁已经完成了训练大纲中的要求袁但他却
认为还不够袁还能再进步遥 于是乎袁25秒 45发
子弹尧20秒 45发子弹噎噎在速度上实现突破
后袁吴腾飞的准度也没有落下袁一枪接着一枪袁
他没有秘诀袁只有坚持不懈地努力训练遥

由于长期进行快速射击训练袁 队内的 30
把枪磨损出了故障遥 上级军械部门批评他使用
管理不当袁他一下子就跟军械处处长陈言霞杠
上了遥 野现在训练坏几条枪袁为的是上了战场不
丢命浴

野强将手下无弱兵袁虽然我们现在大队的队
员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袁但还需要耶魔鬼训练爷才
能出好结果袁而耶魔鬼训练爷的前提袁首先我得成为
那个耶魔鬼爷遥 冶吴腾飞略带微笑地说着这一番话袁
但大队内的战友们却经历着一次次的野洗礼冶遥

2015年 9月袁 海南夏日袁 中午地表温度高达
50多度袁为了备战第二届全国特战比武袁吴腾飞每
天带着特战队员们穿上约 30斤重的装备进行 10
公里武装越野袁他称之为耐热训练遥
排爆手施进伟备战比武遥每次训练袁吴腾飞都

要求他穿上 39斤重的排爆服先进行一个 400米

冲刺袁然后才开始排除爆炸物遥 汽车爆炸物搜索袁
训练大纲要求 5分钟搜 5个袁 到了吴腾飞这儿变
成了 8个遥 但是袁战士们虽然体能达到了极限袁却
没有丝毫退缩遥吴腾飞坦言袁在临近出发比武的前
几日袁海南突然刮起了台风袁在狂风暴雨下袁训练
场上仍然能看到他们的影子遥
魔鬼的训练袁 让旁人看到后都不禁说院野你们

疯了浴 冶最终袁不懈地努力换来了武警海南总队团
体总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袁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
破遥 野当时参加比武也没想着拿名次袁就想着能比
以前更进一步袁有突破就行遥 冶吴腾飞笑着说遥

“魔鬼训练”换来荣誉满身

“冷血动物”打造新保卫力量

不懈努力成就“枪王”

海航集团
获中信银行

200亿元授信支持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臧会彬冤9日袁海航集团与中信银
行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袁 中信银行
对海航集团战略授信 200亿元袁 并量
身定制综合金融服务方案袁 进一步深
化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遥 双方一致
认为袁 此次战略合作将为海航集团实
现战略转型尧海南航空业高质量发展袁
以及铸就民族品牌保驾护航遥 通过此
次签约袁 中信银行将为海航集团的战
略转型提供最佳综合服务解决方案遥

法国滨海夏朗德省代表
考察长影野环球100冶项目
双方将加强
影视产业合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