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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排，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联合组成 2018 年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进驻
海南开展专项督查工作。督查组进
驻时间约半个月左右，督查进驻期间
（2018 年 5 月 8 日－5 月 22 日）设立专
门值班电话：0898-38818228；督查组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早上 8:00～
12:00；下午 14:30～18：00，周末时间正
常受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关注“城
市水环境公众参与”微信公众号举报
相关问题。根据督查组职责，城市黑
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受
理三亚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方
面的来电和微信举报。

三亚市生态环境保护局
三亚市水务局
2018年 5月 2日

三亚市黑臭水体整治
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公告

三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土地、房屋初始登记公告

三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18年 5月 17日

根据《土地登记办法》、《城市房屋权
属登记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我俩局对
下列申请人申请登记的土地使用权和房
屋所有权已经初步审定，现予以公告。
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十
五日内送达市国土资源局地籍管理科、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逾期
我俩局将核准登记，颁发不动产权证书。

申请人 欧建忠 宗地号 11-04-479

土地坐落 三亚市吉阳区港门上村路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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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段 时 间 来 ，“ 熊 孩 子 ”巨 资
“打赏”主播现象频发，金额也从数
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在令人震惊
同时，相关咨询机构研究显示，网络
直播用户中近七成不到 30 岁，呈现
出年轻化等特点。在资本争先进
入，行业巨头纷纷在网络直播领域
抢食态势下，未来的网络直播平台
管理该何去何从？

“熊孩子”巨资“打赏”
主播现象频发

几天前银行卡里明明有 5 万余
元，等几天后取钱时，发现银行卡里
的 5 万多元只剩下两毛钱。

经询问，来自大连的市民关梅
（化名）才得知原来 9 岁的女儿小鑫

曾用绑定自己银行卡的手机登录某
直播平台，5 万多元分别打赏给了
不同的主播，最多的一位打赏了 3
万多元。

近年来，随着网络直播平台的
崛起，资本也蜂拥而至，有一定用户
基础的行业巨头在此领域的布局也
纷纷提速。资本争先进入，行业巨头
在网络直播领域抢食态势正在形成。

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所长王磊说，网络快速发展的同
时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这对我国
相关法律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用户画像：超六成来自
三线及以下城市 近七成
不到30岁

一方面，观看网络直播的用户
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用户逐渐年轻
化，直播 APP 用户城市分布也与全
国网民城市分布基本一致。数据显
示，有超六成的直播 APP 用户来自
三线及以下城市，近七成直播 APP
用户不到 30 岁。

来自大连某高校的大三学生
张 鹏 的 手 机 上 装 了 2 个 游 戏 直 播
APP、2 个 音 乐 小 视 频 APP。 他 坦
言，平均每天在各类直播 APP 上花
费的时间超过 1 小时。

国内一家第三方数据研究机
构发布的《中国游戏直播市场年度
综合分析 2018》显示，从年龄结构上
看，年轻一代为游戏直播平台主力
军，这一部分人容易接受新兴事物，
且对娱乐类型领域有较高兴趣。

平台管理何去何从？

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丁玉鹏说，未成年人没有能力处置
较大金额的财产，一方面，家长要看
护好孩子，另一方面，网络直播平台
应逐步完善审核、验证身份的义务。

业内人士认为，网络直播平台
是一把“双刃剑”，引导得当可以成
为正面宣传阵地。例如，司法公开
利用网络直播平台为主体，可以让
阳光司法广度不断拓展。

从今年 2 月起，国家文化部门指
导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网络表演（直播）
分会加强行业自律，研究制定发布行
业运营规范；建立行业“灰名单”“黑名
单”制度，实施违规主播行业联动惩戒
机制。（新华社大连5月18日电）

“熊孩子”巨资“打赏”主播平台管理该何去何从？
新华社记者 白涌泉

新华社海口5月 18日电（记者 王
存福）记者从海南省地税局获悉，海南
严厉打击骗购等违规行为，曾某霞等
139 名人员由于虚假申报个人所得税近
日被取消购房资格。

海南此前发布了全域限购政策，非
本省户籍居民家庭在海南购房须提供
至少一名家庭成员在海南省累计 2 年
至 5 年及以上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
缴纳证明。为落实好海南省委省政府
关于加强房地产交易管理的部署要求，
海南省地税局与海南省住建厅建立了
信息交换机制。

到目前，海南省地税局已将个人所
得税风险核查工作中认定的 214 人虚假
申报个人所得税的信息交换给海南省
住建厅，海南省住建厅据此对骗取购房
资格的购房人及中介机构进行惩处，分
批次取消其购房资格。海南省地税局
与海南省公安厅建立工作协作机制，向
海南省公安厅提供了全省一次性补缴
两年以上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信息。

据海南省地税局所得税处负责人
介绍，为了配合做好住房限购政策的个
人所得税完税凭证管理，海南省地税局
完善了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格式，增加
了“税款入库时间”和“申报时间”字段，
通过该字段便可迅速判断纳税人是否
补缴了个人所得税。

同时，海南省地税局开展全省范围
的个人所得税自查整改工作，通过事前
审核、事后风险管理等方式，完善个人所
得税补缴申报和完税证明开具流程。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记者
张辛欣）记者 18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
部印发《关于纵深推进防范打击通讯信
息诈骗工作的通知》，通过加强实人认
证、加强钓鱼网站和恶意程序整治等9项
措施，加大防范打击通讯信息诈骗力度。

工信部提出，将切实加强实人认证
工作，组织开展用户实名登记人像比对
试点工作，强化电话用户信息动态复
核。此外，还将着力治理境外来源诈骗
电话，加强钓鱼网站和恶意程序整治。

同时，工信部还将强化数据共享和
协同联动，严控新兴领域通讯信息诈骗
风险，不断完善举报通报机制，全面从
严监督执法。

5 月 19 日是第八个“中国旅游
日”。“美好生活，从出行开始”，旅
游、出行，已经成为当下人们节假日
里美好生活的关键词。

热爱生活：从旅游开始

上海、天水、昆明、甘南……今
年年初至今，西安姑娘张云端将自
己的足迹留在这些地方。从小学毕
业起，她每个寒暑假都出去旅游，参
加工作后，更是把每个节假日都利
用起来。

“一开始只是觉得好奇和好玩，
后来去的地方多了，有了感悟与思
考，才开始真正热爱旅游。”张云端
说，大自然的绮丽壮美让她见识天
地宽广，学会敬畏与珍惜生命，而不
同地方的人情之美，让她感受人类
的智慧和坚韧，“旅游让我更热爱生
活”。

知名职业社交网站领英中国调
研发现，在对成功的定义上，工作生
活平衡、快乐、陪伴家人等指标均超
过职业成就，而兴趣爱好和有机会
旅游也成为与职业成就重要程度相
当的指标。

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

刚性需求。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数
据显示，2017 年，我国国内旅游市场
达 到 50 亿 人 次 ，人 均 出 游 已 达 3.7
次，旅游总收入 5.4 万亿元。中国连
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
源国和全球第四大入境旅游接待国
地位。

投资兴业：旅游是“金饭碗”

对张云端来说，旅游是投资生
活。而在陕西省金丝峡镇太子坪社
区居民冀道霞看来，旅游是“金饭
碗”。

住在秦岭脚下，抬眼便是令人
向往的绿水青山，4 年前，瞅准当地
旅游开发的好势头，冀道霞把自家
改造成了农家乐。源源不断的客流
加上好厨艺，她家的农家乐生意红
火。“以前靠做豆腐一天只能赚 50
元钱，现在一年能赚七八万元。”冀
道霞露出笑容。

在旅游发展带动下，太子坪的
自然资源和民俗风情得到有效开发
利用。如今，这片群山环抱的村庄
每年吸引着 40 多万游客的到来，年
人均纯收入从 2012 年的 6000 多元增
长到 10000 多元。

“近年来，旅游业战略性支柱产
业地位更加巩固，对交通、餐饮、零
售形成明显带动效应。”陕西省社科
院文化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张燕说。

旅游+文化：
在旅途中感受“诗与远方”

随着出游次数的增加，当下人
们的旅游方式和需求已从用眼观看
的“走马观花”转变成用心感受的深
度体验，在“慢游”中了解目的地的
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为此，多地
也在积极打造高品质的“旅游+文
化”项目，满足人们在旅途中对“远
方”与“诗意”的向往。

今年“五一”假期，古城西安大
雁塔脚下，一场水舞光影秀与游客
见面。通过喷泉水舞、音效、灯光、
影像、表演的交错配合，在历史与科
技的碰撞交融中，讲述了丝绸之路、
玄奘取经等历史故事。

在浙江绍兴鲁迅故里，记者看
到一群小学生穿上长衫，戴着瓜皮
帽，在新开辟的仿真“三味书屋”里，
体验一堂“三味早读”课，和私塾老
先生一起互动，读读书、写写毛笔
字、对对子、描绣像等，感受私塾文

化。据介绍，这是鲁迅故里开发的
研学游项目。“以前这些场景只停留
在课本里，现在能真实地在游学中
体验文化，觉得很有趣。”参观的小
学生王语嫣说。

记者了解到，在“中国旅游日”
当天，全国各地将结合当地文化主
题举办各种寓教于游、富有体验的
文化旅游活动。河南商丘古城将举
办 沐 兰 汤 仪 式 等 传 统 文 化 体 验 活
动；浙江嘉善将举行一场民俗艺术
和国际浪漫融合的紫色薰衣草文化
节……

专业提示：
要做“有文化”的旅行者

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各类
形形色色的出游广告开始多起来。
记者发现，一些不具备旅游经营业
务资格的户外运动俱乐部、自驾游
俱乐部、保健品销售企业、物业公司
等通过公众号、微信群等方式，兜售
旅游产品。这些旅游产品之所以吸
引人，除价格低廉，还打出诸如“费
用 AA 制”“不盈利”等噱头。

旅游业内人士提示，不少组织
者通过所谓的“AA 制活动”牟利，从

车费、餐费、住宿费、另行付费项目
或购物活动中赚取利润。

西安驴妈妈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总经理潘广文表示，旅游一定要
选择有正规资质的旅行社，并签订
正规的旅游合同，将需求明确体现
在合同中，这样游客和旅行社的双
方利益才会得到保证。出行前要做
好计划安排，不要“说走就走”。此
外，学习基本的旅游常识，对价格和
标准有基本的判断，防止落入消费
陷阱。

出境游热潮袭来的当下，境外
旅游安全也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
经常独自出游的张云端分享了她的
经验：出发前做好酒店、交通、景点
的“功课”，选酒店时根据正规旅游
网站上的商家综合评分和消费者评
价货比三家，出行时尽量乘坐公共
交通，如果需要包车或者拼车，可以
请入住酒店的工作人员帮忙。

“想真正读懂旅游目的地，出发
前的‘文化课’必不可少，”张燕说，
提前了解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在旅
途中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做一个“有
文化”的旅行者。

（新华社西安5月18日电）

美好生活，他们用“旅游”来定义
新华社记者 蔡馨逸 张璇

关注中国旅游日

监测点

河东

河西

PM2.5

（ug/m3）
SO2

（ug/m3）
AQI 级别

12

12 3

海棠湾 10

2

三亚市环境监测站发布 hbj·sanya·gov·cn

9

2

鹿回头

1

510亚龙湾

59创意新城

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今日空气质量预报：： 一级一级（（优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17 日 16:00 至 18 日 16:00）

一级,优

5 月 13 日至 18 日，我国第二
艘航母首次出海试验。

5 月 18 日中午，我国第二艘
航母完成首次海上试验任务，返
抵大连造船厂码头。

新华社发

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一个
以“第一届文物戏精大会”为题的短
视频在网上获得点赞。视频中，博
物馆奇妙夜精彩上演，各大博物馆
的 镇 馆 之 宝 纷 纷“ 复 活 ”，从 青 铜
器、兵马俑到唐三彩仕女、东汉说唱
俑，都进入狂欢状态。

18 日，2018 年国际博物馆日中
国主会场活动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举行，国家文物局与百度携手发布
了“用科技传承文明：AI 博物馆计
划”首期成果，一幅承载了 2894 家
博物馆信息的数字文博地图上线。
根据这一计划，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苏州博物馆和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将
率先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和博物馆的
深度融合。

智慧博物馆是超越传统博物
馆和数字博物馆的“博物馆 3.0”版

本。通过引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智慧博物馆将颠覆
传统的展览体验，让展览、文物、知
识与参观者之间发生奇妙的“化学
反应”。专家指出，人工智能将在三
大领域带来变化：一是数字化管理，
即对博物馆藏品、观众等信息实现
精细化管理；二是数字化服务，即通
过互联网向观众提供无所不在的服
务；三是数字化体验，即让观众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参观展览、感受文物、
获取知识。

今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为国际
博物馆日选择的主题是“超级连接
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博物
馆正加速进入互联网时代。专家指
出，人工智能将从三个方面给博物
馆参观带来奇妙体验。

——智能管理。不久前，上海

博物馆宣布建成首个博物馆数字化
管理平台，该平台已通过验收并即
将投入应用。作为“智慧上博”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一系统可以让博物
馆对馆内所有状况作出准确有效的
反应。通过展馆 APP及 WIFI 信号抓
取的客流数据，博物馆可以实时了解
各展厅人员数量，一旦出现人流拥
挤，系统就会亮灯报警，保证观众安
全、舒适的参观体验。这一系统还能
让博物馆对观众的需求了如指掌。

——智能服务。数字技术的进
步正成为当今博物馆发展重要驱动
力之一。今年年初，湖北省博物馆
使用一台“国宝讲解机器人”为观众
导览，在现场为游客解读文物。

——智能体验。在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一面长达 12 米的超级炫酷

“魔镜墙”背后隐藏了上海 6000 年

来最重要的历史数据和信息。据介
绍，它可同时支持 32 人在线点击。

根据 AI 博物馆计划，观众今后
在参观博物馆时，只需拿出手机扫
码，就能与虚拟机器人“小度”在线
交流，听它绘声绘色讲述文物故事。

“AI 技术未来还能帮助博物馆
对破损文物进行‘复原’、再现。虚
拟现实技术甚至可以让已经消失的
文物‘起死回生’。”百度高级副总
裁、百度搜索公司总裁向海龙说。
博物馆承载着人类的历史文化艺术
等记忆，科技能让人更真切地感受
博物馆之美。

（新华社上海5月18日电）

人工智能如何给博物馆参观者带来奇妙体验？
——透视AI博物馆三大亮点

新华社记者 孙丽萍 谭慧婷

关注国际博物馆日

我国第二艘航母
完成首次出海试验

返回大连

海南：
百余人虚假申报个税
被取消购房资格

工信部将通过
加强实人认证等举措
防范打击电信诈骗

据新华社平壤 5月 17 日电（记
者 程大雨 吴强）据朝中社 17 日报
道，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
李善权当天表示，只要致使北南高级
别会谈中止的严重事态不得到解决，
将很难与韩国重新坐在一起，今后北
南关系方向取决于韩方行动。

报道说，李善权在回答朝中社记
者提问时说，朝鲜 16 日向韩国方面通
告，直到韩方采取负责任举措，朝鲜
将无限期推迟北南高级别会谈，并通
过朝中社报道公开了这一情况。

朝中社 16 日凌晨报道说，鉴于
韩国与美国近日开展针对朝鲜的大
规模联合军演等挑衅与对抗行为，朝
鲜不得不中止原定于 16 日举行的北
南高级别会谈，而美国也应对提上日
程的朝美首脑会晤的命运三思。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 17日电
（记者 王子辰）欧洲议会各党团领袖
计划于本月 22 日在布鲁塞尔“闭门”
接待美国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
扎克伯格。这一“闭门”会见形式很
快在欧洲引发了批评。

欧洲议会议长安东尼奥·塔亚尼
16 日公布了扎克伯格将来布鲁塞尔
的消息。塔亚尼说，欧洲议会各党团
领袖与扎克伯格之间的会面将不对
媒体开放，他将在会见后向媒体通报
有关情况。

比利时前首相、欧洲议会自由民
主党团主席居伊·伏思达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表示，如果会议闭门举行，他将
拒绝参加。

上个月，脸书用户数据泄露丑闻
不断发酵，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参众
两院听证会上“过堂”。

朝鲜官员说
今后北南关系方向
取决于韩方行动

欧洲议会将“闭门”
接待扎克伯格引批评

公 告
根据省委省政府和省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即日起，省委
脱贫攻坚战第六督查组正式进驻三
亚市开展扶贫督查工作，工作时间从
即日起至 2020 年底。

督查组办公地点：三亚市吉阳区
吉阳大道 192 号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
研究院

固定接访电话：0898—31510176
邮政信箱：三亚市吉阳区吉阳大

道 192 号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
三亚 10—686 邮政信箱

邮政编码：572000
传真机号码：0898-31510178
省委脱贫攻坚战第六督查组在

三亚市政府、市扶贫办和各区政府、
育才生态区管委会均设置联系信箱。

省委脱贫攻坚战第六督查组
2018年 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