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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会收到一些广告短信#$%睡
觉时也被短信提示音吵醒$一看$又是
垃圾短信&'

在此次两会上$ 有多名省政协委
员谈到了这些让人烦的事情$ 进而进
一步引发 "海南实行手机用户实名难
不难&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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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应该实行手机实名制' &

在国贸一家广告公司工作的朱先生
说$现在通讯科技越来越发达$通讯公
司也在不断研发新功能供用户使用'

"如果不实名制$新功能就用不了了' &

朱先生说$他很热衷于手机的新功能'

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 前不久$她
被一个陌生号码手机打来的电话吵醒'

接听后$对方在电话里和她说了很多莫
名其妙的话$还提供一个号码让她和另
外一个人联系' 凭直觉和经常看到的报
道$她断定这是诈骗电话' 可当她拿着
对方的电话号码去报案时$却被告知无
法查到对方是谁'

听说手机实名制可以有效遏制这
一现象$王女士说$"从这一点看$实名
制还是好的&$她对实名制表示支持'

但也有市民对于个人信息是否会
被泄露存在担忧' 一些市民认为$目
前$ 我国对保护个人隐私相关法规目
前还比较薄弱$执法力度不够$最害怕
的就是自己的个人信息被运营商等泄

露出去$从而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

"实行实名制会不会造成个人信息
泄露( &市民张女士说$以前经常看到
媒体报道一些犯罪分子通过盗取用户
的个人信息进行违法活动$至此张女士
在透露个人信息方面就很小心'

市民郭小姐对于手机实行实名制
的担心却是 %会不会骚扰信息增多&'

她说几乎每天她都收到一些有关房地
产)餐饮等方面的广告信息$"这些信息
太多了也很让人讨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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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通信
行业资深业内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去年!月"日起$手机用户实
名制登记制度正式实施' 实际上$目前
海南手机实行实名制的情况并不是很
乐观'就此$她进行了调研'据她了解$

垃圾短信等信息过多$导致市民认为个
人信息被通信运营商泄露$因此不愿意
实行实名制' 这是实名制在海南实行
受阻的主要原因之一'

"手机实名制对用户是利大于弊&'

这位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消费者来说$

随着手机功能的增多$在手机里储存的
信息也会增多$如果手机丢失后$因手
机用户是实名登记$市民就可以通过申
请远程锁定$通过通信运营商将个人信
息锁定不被泄露' 同时通信运营商也
提供给消费者更有针对性)实时性)准

确性的服务'

对于通信运营商来说$则要承担起
对用户信息的保密责任' "需要更加完
善的管理规范) 加强各个环节的监督)

监控$保障用户通讯安全)合法权益和
个人隐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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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下午就此问题$ 采访了
省通信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 这位负
责人表示$ 作为管理部门$ 他们很支
持企业及用户实行实名制$ 这样一来
不仅方便管理$ 对打击违法行为) 恶
意欠费等行为也可以很好地遏制' 但
是我国针对通讯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
完善$ 因此对于用户来说 "只能鼓励
实名制$ 但不能强制'&

在他看来$ 市民不想将手机实名
制$ 最大的担心就是个人信息的泄露$

"其实通信行业不是最早实行实名制的
行业'&他说$一些比通信行业要早实施
实名制的行业$也曾经由于行业操作不
规范$ 导致用户个人信息大量透露$因
此让用户对个人信息的保密性更加关
注'"现在$一些行业在保护用户个人信
息上作出很多的努力$因此安全性也有
了很大的提高' &

据他透露$相关管理措施)保密措
施等也在完善之中'

*

!"#$%&'()*!+,- !"

#$ %& '( )*./,-+,

+

45AB

!"#$

C

!

D

!%

E FGH IJ

&

KLM NJ

&

徐月福
%&!

O

P

PP

Q

QQ

R

RR

S

SS

建建建
言言言

T

U

V

W

XTUVWYZ!

" [\]^! #_`a5bc

XTUVW!$ defghijk% &$ l8mnoplqrs% &$ tiuvwxybcz%

{|}~

��mn����

01234 567

几年来$海南省农村电影院线已为
全省'()*+个自然村放映了!'),&场电
影$观众约-.+,万人次' 省农村院线连
续三年被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
局)新闻出版总署表彰并联合授予%全
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单
位&称号' 但今后如何保证农村公益电
影放映费用$ 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果资金缺乏保障$农村公益电影放映
将难以为继'

#,,.年(月$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
公司连续$年共出资!,,万元主办%金光
耀琼州&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活动'在%海
南百部科教电影农村行&活动中$院线
积极争取大企业支持$ 海南电网公司)

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等'(家企业$分别
以映前广告的方式共出资'+,万元'

#,',年)月海航集团出资(,万元主办
%海航集团禁毒电影乡村行& 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活动$使农村电影放映得到健
康持续发展'

前几年的%金光耀琼州&农村公益
电影放映活动$由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
公司承诺主办三年到今年已期满$如果
资金缺乏保障$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将难
以为继'

在今年省人大四次会议上有省领
导指出/%要加强农村电影放映工作&'

为了更好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0使
电影放映资金得到保证0为此特建议以
省财政厅牵头设立海南省农村电影放
映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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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非诚勿扰-!上映之后$其主
要取景地$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旅游区
每天游人如织' 到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
旅游区参观游览,非诚勿扰-!爱情主题
场景已成为一种时尚'

石梅湾海湾)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
公园)过龙江索桥)鸟巢度假酒店$本来
就美的海南$在电影,非诚勿扰-!里被
展现得更唯美惬意$ 很多旅行社称$该
部影片上映后$对海南旅游的带动作用
更加明显'

%一部电影带火一个地方&的规律$

早已让人津津乐道'

-&多年前$电影,少林寺!使这一武
林圣地名满天下$中外游客接踵至今不
衰$可以说是影视文化成功带动旅游业
的最早典范'

当电影,廊桥遗梦!风靡全球时$电

影拍摄地麦迪逊迎来了无数游客' 影片
中摄影师和农妇坠入爱河的廊桥还成
为许多新人的婚礼举办地$每个影片拍
摄地都有许多剧照和宣传册$当地的农
民也搞起了旅游'

张艺谋的大片,千里走单骑!也带旺
了一条旅游线路$ 早在该片开拍伊始$作
为外景地的云南丽江束河古镇已一夜成
名$在影片上映前后$束河古城里常常可
以不经意地看到%,千里走单骑!外景拍摄
地&的指示牌$其中带着几分当地人的自
豪和对游客的吸引' 人们看过了张艺谋用
镜头所表现出的束河$忍不住亲自踏访这
个被列为世界文化保护遗产的古城'

,秦俑!更是在国内外掀起了参观秦
始皇兵马俑的热潮-影片,末代皇帝!在国
际上掀起了北京旅游热-,红河谷!以其高
原风光和神秘色彩带旺了西藏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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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一上映$省政协委员
刘文军就去观看了这部影片' 在他看
来$通过一部著名的影片带动一个地方
的旅游是%低成本的广告宣传&' 他说$

通过一部影片来宣传一个地方旅游的
形式很新颖$容易让人接受' 人们观看
了一部影片后$自然就想去拍摄地参观
一下$无形中就会促进当地的旅游的发
展$也会促进当地经济消费的增长'

刘文军委员建议$我省有关部门应
该采取鼓励的措施$ 主动吸引好导演)

好故事)好作品来海南$多角度将我省
旅游资源推销出去-或者邀请国内知名
的剧作家来海南$ 通过实地体验生活
后$针对海南本土情况写出符合海南特
色的优秀文艺作品$让更多的人知道海
南' %如果有条件)有能力也可以吸引国
际文艺人士来海南创作' &

$ defghijk%

一部好的文化作品$ 带动旅游业发
展的现象$也引起省政协委员)海南师范
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院长毕华的深思.

如何丰富海南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毕华说$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一个地
区的旅游资源越成熟$文化内涵越丰富'

%文化为一座城市赋予了浪漫的元
素' 在文化的导引下$游客不致于走马
观花看风景$而是去细细品味一座城市
的精髓$从而印象更为深刻' #毕华说$

海南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有很多特色文

化产品$只是没有深入挖掘而已' 比如
热带海洋文化)黎苗文化$农垦文化)贬
官文化)海上丝绸之路)南繁育种基地
文化等都大有文章可做' 文化不一定只
和人文有关$和自然景观也有关$比如
珊瑚礁)红树林等都富有文化特色'

毕华说$ 发展旅游文化项目$ 贵
在精$ 不能杂$ 不能滥$ 讲究 %人有
我优) 人无我有#$ 在景点设计上要有
特色$ 不仅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 还
要狠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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