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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新闻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摄影作品展启幕

镜头诉说魅力海南
□记者 曹宝心
本报讯 昨日上午，作为 2020
年（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
欢乐节的主体活动之一的 2020 年
（第五届）海南世界休闲旅游博览
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开
馆。本届欢乐节期间，
（第二十一
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摄影作
品展组委会将在（第五届）海南世
界休闲旅游博览会上举办摄影作
品展，用百幅精美图片展现海南旅
游新业态和新热点。
偌大的展馆里，市民游客驻足
在一幅幅精美的摄影作品前，他们
在感受海南旅游业态发展的同时，
对摄影师们精巧的构图和画面的
色彩赞不绝口。由省旅文厅主办、
海南特区报承办的以“自由贸易
港 欢乐旅游岛”为主题的（第二十
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摄影
作品展，通过精美图片全方位、多
视角展现康养旅游、文化旅游、海
洋旅游、体育旅游、会展旅游、购物
旅游、森林旅游、小镇旅游、乡村旅
游、科技旅游、婚庆旅游、低空飞行
旅游、房车自驾旅游等海南旅游新
业态的独特魅力，为市民游客呈上
一场撼动心灵的视觉盛宴。

据 悉 ，此 次 摄 影 展 共 展 出
100 幅摄影作品。展览以“自
由贸易港”
“ 欢乐旅游岛”为主
线铺展开，融入欢乐海岛、免税
海岛、梦想的天堂、自由贸易港
等元素，分为海南国际旅游岛
欢乐节回顾展、海南自由贸易
港 11 个重点园区展、海南自贸
港·欢乐旅游岛摄影作品展三
部分，集中展现海南旅游新业
态和新热点。
“这个图片展不仅可以欣
赏到摄影家们的匠心大作，还
能感受到我省旅游行业的
新气象、新发展，边
看边学习，
受

海南国际旅游
美食博览会启幕

龙泉食品受追捧

益匪浅。希望海南旅游越来越
好。
”
海口市民周先生表示。
组委会介绍，为扩大摄影展的
宣传效果，让更多游客欣赏到精美
作品，
“ 自由贸易港 欢乐旅游岛”
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摄影作品
展将以多载体、多形式、立体化的
全媒体方式进行宣传推广，展览持
续至 22 日。

本报讯 昨日上午，作为欢乐节主体活动之一的国际旅游美
食博览会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至 22 日，观众可在博览会上尝
遍全球美食。其中 4 号馆龙泉集团·龙泉人展位处，新鲜出炉的
龙泉盐焗鸡等海南特产，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品尝，年糕、
软饼等龙泉食品展示、试吃、优惠促销活动不断，市民游客
可在此处一站式体验并采购心仪食品。
“为助力美食博览会举办，我们多次召开了筹备工
作会议，从展馆外围到内部功能区的设计，集中展现龙泉
集团品牌形象。”海南龙泉人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
李经纬介绍，博览会现场，龙泉集团主要展示龙泉文
化、龙泉客房、龙泉盛宴、龙泉椰子鸡品牌和龙泉食
品，厨师现场精心制作展示，为来往的市民游客免费
提供咖啡、年糕、盐焗鸡、软饼等美食品尝和体验，其
中试吃活动深受现场顾客喜爱。
“我们这次主要是以体验和展示为主，盐焗鸡
和年糕一经推出便销售火爆，深受市民游客喜
爱。”李经理表示。海口市民王先生对龙泉盐焗
鸡赞不绝口，一下子买了 2 只。
“ 刚出炉的鸡，
场馆及万绿园、世纪公园、日月广
肉质鲜嫩，口感滑嫩，买回去和家人一起品
场等旅游景区（点）、商业综合体集
尝。
”
散区域途经公交线路的发班密度。
记者 曹宝心
活动期间，公交新月公司、公交

海口 152 条公交线路

伴你共享欢乐节盛宴

本 报 讯 11 月 20 日 至 12 月 31 日 ，
2020 年（第二十一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
节盛大开启。为做好欢乐节公共交通保障工
作，海口公交集团 152 条公交线路、2122 辆
公交车服务海口主会场和 5 个分会场为市
民游客提供公交出行保障。
欢乐节活动期间，海口公交集团 152
条公交线路全面提速，将根据 6 个会场
活动时间节点重点加强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五源河体育场、海口骑楼老街、
海南省博物馆、海口湾演艺中心等

集团出租车分公司安排专人负责将海
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海口重点旅游景
区（点）、商业综合体及周边 3 公里范围划
为运力监控重点区域，出现运力不足时，
通过监控系统引导周边巡游出租车前往该
区域运营。
记者 沈丽焕

海口市龙华区法院
“智慧一站式送达服务平台”

荣获
“智慧法院”优秀创新案例奖
本报讯 11 月 18 日，2020 全国政法智能化
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
办，海口市龙华区法院受邀参与本次成果展，并
在智慧法院主题研讨中，凭借“智慧一站式送达
服务平台”，
荣获
“智慧法院”优秀创新案例奖。
通讯员 毛雨佳 蔡承霖 记者 吴佳穗 文/图

海口市龙华区法院
荣获
“智慧法院
智慧法院”
”
优秀创新案例奖

智慧一站式送达服务平台，是海
口龙华区法院为了提升审判质效，依
托中国联通大数据及其服务，为审判
工作提供“托底式”文书送达服务，建
立“审送分离”新模式，率先在全省开
启“一键点击”六种送达方式的工作
模式，实现送达工作线上线下全流程
智能化操作，保障送达程序的畅通，
缩短送达时间，提升审判质效。根据
统计，智慧一站式送达服务平台的启
用，有效缩短案件平均送达时长和外

2020 全国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现场

出送达时长，减少公告上刊时长。从
去年八月正式上线至今，取得了良好
的送达效果。
经过一年多的送达工作，龙华区
法院文书送达合格率达 100%，文书
送达周期平均为 7.8 天，窗口及电子
送达成功率为 81.7%，送达费用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为法官减轻 60%以上
送达事务性工作。
截至今年 10 月 31 日，送达服务
中 心 电 话 联 系 27440 人 ，电 话 呼 叫

27420 次；窗口预约 8361 人次，成功
来院 8014 人次，成功率 95.8%；电子
送达 3343 人次，成功 2318 人次，成功
率 69.3%；邮寄送达 17652 人次，邮寄
妥投率最高为 62%；外出送达 2266
次，平均送达时长为 1.8 天；公告送达
1354 次，平均上刊时长为 3.1 天。
多年来，龙华区法院始终坚持以
人民需求为导向，面对逐年加大的办
案压力，积极探索向科技要生产力，
着力推进智慧法院建设，率先在全省

推行“一站式”文书送达集约化、社会
化，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
下一步，龙华区法院将继续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
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现
代技术在审判领域的深度运用，促进
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逐步构
建现代化诉讼服务体系，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和龙华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