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指出，管理
条例最大的转变是把事业单位与工作人
员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合同关系”，打破终
身制，建立包括合同聘用、公平竞争、激励
约束、权益保障的用人机制，逐步实现人
员能进能出、岗位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
低的目标，进一步搞活用人制度。

条例将把“铁饭碗”变成“瓷饭碗”，
“瓷饭碗”还可能变成“没饭碗”。条例明
确要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必
须订立聘用合同，办理聘用手续，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
或者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
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广东打破岗位终身制的改革早就
起步。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人员办法》，从2010年元旦开始，广东6
万多个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公开招
聘，同时175万“事业人员”转成“合同用
人”，实现事业单位由固定用人向合同
用人、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

广东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说，事业
单位是直接生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的组织，人员“终身制”导致岗位固化，
工作效率低下，“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
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
饭”体制极大影响了公共服务的提供。

在广东某市的一家事业单位，公开
的年度预算表显示，总编制人数170人，
工资福利支出约1700万元；编制外聘请

“临时工”的预算支出费一年达1300万
元，是正式职工总待遇的76％，意味着
临时工的人数几乎和正式工相差无几。

在该事业单位工作的一位领导刘先
生说：“一个处室，一正四副5个主任，其
中3个副主任长期看不到上班的影子，有
的还在外面揽私活。不招临时工，大门
塌了都没人管。这几个看不见的主任都
是有‘关系’的，辞不掉，也不敢辞。”

“大家都有了掉饭碗的担忧，才会
想着要努力工作去保住‘饭碗’，破除

“终身制”有利于行政效率提升，促进人
才的活性血液正常流通。”刘先生表示，
但是要让“合同工”真正告别“铁饭碗”，
并非一条规定就能做到，真正落实到位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焦点一 岗位“终身制”是否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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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4年海南省全国导游
人员资格考试有关事项的公告

根据国家旅游局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的有关规定，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决
定组织2014年海南省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考试时间：笔试时间2014年11月2日；面试时间2014年11月7日至16
日。二、报考条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二)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
具有中国公民身份的港澳居民；(三)具有高级中学、中等专业学校以上学
历；(四)身体健康；(五)具有适应导游职业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
(六)社会人员报考中文导游必须具有海南户籍；报考外语导游户籍不限；
(七)我省院校全日制2014年应届毕业生、在校生和海南省现役军人报考导
游户籍不限。三、报名时间和方法：(一)网上报名：时间为2014年7月1日
至8月30日；网址阳光海南网(http://www.visithainan.gov.cn)，点击“导游
人员资格考试”进行报名。(二)现场报名及缴费：时间2014年7月15日至9
月20日(节假日除外)；地点：海口地区在省旅游教育培训中心(琼苑路48号
省旅游委第二办公区102房)，电话：65360373、65354321、65363320；三亚
地区在三亚市旅游职业培训中心(三亚市解放路 1022号四楼)，电话：
88298210、88390950。四、考场设置：考场设置具体地点在准考证上通
知。考生于2014年10月13日至10月24日登录阳光海南网打印准考证。
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参加考试。如有其他事宜另行公告。详情查询：阳
光海南网(http:// www.visithainan.gov.cn)。

二O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海南金鹿工业园修建性详细规划》

（修编）方案公示
金鹿工业园建设项目位于海口市中心组团西南部，绕城高速以

北，海榆中线东侧。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将规划
（修编）方案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4年7月2日至2014年7月17日）。
2.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www.gxq.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com.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海

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邮编：571152；
（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5580618，联系人：朱明刚。

2014年7月2日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海南金鹿工业园修建性详细规划》

修改公示
为满足园区建设发展需求，经报市政府同意，拟对《金鹿工业园修

建性详细规划》规划控制要求进行修改。为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
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修改方案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4年7月2日至2014年8月1日）。
2.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www.gxq.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
（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com.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海

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邮编：571152；
（3）意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65580618，联系人：朱明刚。

2014年7月2日

本单位因业务拓展需要，特诚聘以下人员：
一、营销经理（1人）：全日制市场营销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40

岁以下，两年以上工作经验。具备市场研究分析和营销策划意识能力；具
有优秀的组织、协调、控制、沟通能力及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敬业精神。

二、财务总监（1人）：全日制会计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会计
职称，45岁以下，两年以上工作经验。具备较强的企业财务分析和资金管
理能力。

三、企划、广告设计（1人）：全日制广告学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40岁以下，两年以上设计类工作经验，精通设计软件，具有较强的策划和
市场运作能力。

四、文秘（1人）：全日制中文或法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35岁以下，
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有良好文字功底，熟悉公文写作及公文流转工作。

以上人员一经录用，待遇从优。
联系人：何先生（13976112221），周先生（13807590318）
联系电话：65391635、65391806

海南省歌舞团有限责任公司诚聘

儋州海汽场站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的儋州海汽广场项目勘
察标、设计标已于 2014年 6月 30日进行了公开开标。经评
标专家委员会推荐，儋州海汽广场项目勘察标的第一中标候
选人为海南有色工程勘察设计院；第二中标候选人为深圳市
勘察测绘院海南分院；第三中标候选人为湖南化工地质工程
勘察院。儋州海汽广场项目设计标的第一中标候选人为 北
京龙安华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为海南省农
垦设计院；第三中标候选人为海口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2014年 7月 2日～7月 4日）内向儋州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投诉。电话0898-23327553

中标公示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关于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公告
澄土环资告字〔2014〕2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加
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
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联合竞
买。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4年7月10日-2014
年7月30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五楼土地
交易所查询和购买《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
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人应缴交竞买
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
2014年7月22日 下午16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4年8
月1日 下午16时整（北京时间）。挂牌地点：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档
案资料馆二楼会议厅。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

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五、其他事项：（一）
27010-201243号地块用于抢维修中心项目建设。（二）竞买成交当天签
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
月内必须缴纳高于出让价款5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
付清。（三）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
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
定。（四）税金按税法规定交纳，挂牌佣金按规定收取。（五）本公告未尽事
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联系人：王先生、
李先生；电话：0898-67629052、67629310。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7月2日

地块编号

27010-201243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武
亭北路1.2公里处西侧

面积(公顷)

5.6363

使用年限

50年

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0.8-1.6

建筑密度

≥30%且≤55%
绿地率

≤20%
起始价(万元)

1875

保证金(万元)

600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1035
备注

地块按现状
条件出让

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澄土环资告字〔2014〕2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澄迈县人民政府批准，澄迈
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地块编号
27010-201281

位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永凯北路东侧

面积（公顷）
2.6087

使用年限
50年

用途
工矿仓储用地

容积率
1.0-1.8

建筑密度
≥30%且≤55%

绿地率
≤20%

起始价(万元)
859

保证金(万元)
350

备注
地块按现状条件出让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
参加竞买的，按照规定需要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
联合竞买。

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 2014年 7月 10日-
2014年7月30日下午17时整（北京时间）到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五楼土地交易所查询和购买《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报名时，竞买申请
人应缴交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四、挂牌报价时间和地点：挂牌起始时间：2014年7月22日 上午
10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4年 8月 1日 上午 10时整
（北京时间）。挂牌地点：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档案资料馆二楼会议
厅。

本次挂牌出让活动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
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五、其他事项：（一）27010-201281号地块用于物流中转项目建
设。（二）竞买成交当天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0个工作日内与我局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地块
的合同价款，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必须缴纳高于出让价款50%的首付
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三）受让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
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建设。涉及水务、绿化、环保、消防、交通管理等
应符合国家和海南省的有关管理规定。（四）税金按税法规定交纳，挂
牌佣金按规定收取。（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澄迈县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

联系人：王先生、李先生；电话：0898-67629052、67629310。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4年7月2日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信息公告

以上项目已于2014年6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发布，项目公示起止日期为2014年6月24日至2014年8月4日。欲了解详细信息，
请查询天津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tprtc.com。联系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琼州道103-1号，联系电话：022-58792881，联系人：胡先生。

G314TJ1002840公告内容摘要：1、截止 2013年 11月 30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5162.75万元，负债总额 1821.63万元，净资产价值
13341.12万元。 2、该公司主要资产包括海口寰岛花园24295.79平方米房产（寰岛花园共有别墅38栋，综合楼1栋，总建筑面积为28071.17
平方米。已售出9栋别墅，出售面积3775.38平方米），分摊土地面积44108.77平方米（寰岛花园土地总面积50605.83平方米其中已售出的
9栋别墅分摊土地面积6497.06 平方米）。 3、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终止日期为2061年6月9日。 4、标的企业无金融机构债
务。 5、本项目转让底价为人民币15163万元，其中标的企业100%股权转让价格为13433.6万元，转让方对标的企业债权的转让价为1729.4
万元，如竞价成交，增值部分属于股权价值增值。 6、其他相应债权债务由转让后的标的企业继续承继。 7、该公司无抵押、担保、诉讼事项，
目前未开展实质性经营活动。

欲查看现场或索要资料请联系吕先生：13907622061。 2014年07月01日

项目编号
G314TJ1002840

项目名称
海口翠岛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相关债权

总资产（万元）
15162.75

净资产（万元）
13341.12

挂牌价格（万元）
15163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从1日起开始实施，逾3000万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手中的“铁饭碗”，将开启“瓷饭碗”的蜕变。广东省人社厅有关负
责人30日在解读条例时指出，条例实施后最大的转变是将事业单位与职工确定为“合同关系”，下狠招打破终身制，实现人员能进能出。

作为首批事业单位改革试点的广东，改革动向备受关注。如何顺利突破利益藩篱打破“铁饭碗”？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医疗待遇会否降低？

广东一家事业单位领导张欣然
告诉记者：“工作12年来，从未交过养
老保险，如果不补缴，肯定会影响退
休待遇；如果补缴，这个钱谁来出？
职工是肯定不会愿意出的，单位也承
受不了，财政不兜底，谁也不敢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退休待遇
能否保持原有生活水平。根据
2006年发布的机关事业单位离退
休人员计发离退休费等问题的实施
办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后的
退休费按本人退休前岗位工资和薪
级工资之和的一定比例计发。其
中，工作年限满35年的，按90％计

发；工作年限满30年不满35年的，
按85％计发；工作年限满20年不满
30年的，按80％计发。

在2008年《单位工作人员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刚刚出台
时，广东某高校50岁的大学教授陈老
师和多位同龄教师由于怕错过享受
退休金的机会一起找到学校要求提
前退休。陈老师说：“当时教授的退
休金少则5000元，如果实行新办法，
我大概也就能拿到3000元左右。”

国际惯例显示，养老金替代率
为60％－70％，方可维持退休前的
基本生活水平。财政部科研所专家

测算，《方案》中事业单位的退休待
遇与企业养老保险几乎别无二致，
养老金水平下降难以避免，养老金
替代率可能要从80％－90％下降
到50％左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试
点省份参加改革的单位心存疑虑，
部分非试点省份事业单位人员预期
黯淡。张欣然说：“改革需要付出成
本，但改革的成本不应该全部推给
事业单位。任何改革，如果没有良
好的预期，如果感到福利水平是‘绝
对’的下降，那么势必会增加改革阻
力。”

焦点二 养老金会多还是会少？

一直以来，社会公众认为机关
事业单位公费医疗应该与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并轨；另一方面，事业
单位人员担心并轨后看病负担会不
会加重？

事实上，自1998年 12月国务
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公费医疗改
革延宕 16年仍未全面完成，部分
省区市至今未取消公费医疗。步
履蹒跚的马拉松式改革背后，“拖
一天是一天”“守住蛋糕”的既得利
益保卫心态是拖延公费医疗改革
的绊脚石。

而部分地区的公费医疗支出
费用居高不下。广州市人社局
2012 年度部门决算显示，2012 年
广州市直部门行政事业单位公费

医疗开销金额超过 14亿元，其中
事业单位公费医疗开销高达10.05
亿元。而同期城镇居民医保开销
为2.34亿元。

供职于广东某市一家事业单位
的合同制聘用人员张女士说，其所在
单位的部分事业编制人员至今仍享
受公费医疗，看病、拿药不用出一分
钱，家人还能搭“顺风车”报销。而和
她一样的一些合同制员工，买的是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跟
公费医疗没法比。”

“同样都是工作，却因为我们的
‘身份马甲’不同，医保待遇和报销
比例相差几倍！”张女士非常不满。

此次条例规定，事业单位及其
工作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这是
否意味着未来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将

褪去比照公务员的特殊身份标签？
分析人士指出，即便一些地方通过
制度设立将公费医疗并入职工医
保，也不意味着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与企业职工享受相同的医保待遇。

记者发现，一些地方在取消机
关事业单位公费医疗时，建立了

“补充医疗保险”，也就是由地方
财政为“补充医疗保险”埋单，个
人自负超过一定额度后，多出来
的钱可以得到“补充医疗保险”的
二次报销。

“实际上，这是把公费医疗改革
后已缩小的不公平差距又变相拉大
了。取消公费医疗要警惕一些地方

‘借尸还魂’式医保改革。”一位长期
研究社保问题的专家说。

（新华社广州7月1日电）

焦点三 看病的花费是否会增加？

“铁饭碗”变“瓷饭碗”？
——聚焦广东事业单位改革三大焦点

广东省在事业单位改革方
面走在全国前列，截至去年底，
广州市事业单位分类工作基本
完成。改革中，全市共收回事
业编制上万名，事业单位结构
得到了较好的优化。

（来源：广州日报）

广州已收回
编制上万个

“夺刀少年”今日高考
7月1日，在江西宜春，柳艳兵（右二）和家人在宜

春三中学生宿舍内交谈。
江西“夺刀少年”柳艳兵和易政勇即将在7月2日

迎来他们迟到的高考。
5月31日，在江西宜春市区至金瑞镇的一辆公交

车上，高三学生柳艳兵、易政勇与一名持刀歹徒搏斗
受伤，因而错过了高考。教育部在他们出院后，组织
了本次单独考试。

此次单独考试的考场设在二人所在的宜春市第
三中学，试卷的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将使用江西省自
主命题卷副题，英语听力、文科综合与理科综合则使
用全国卷副题。考试时间、科目顺序等所有程序与高
考无异，所有科目考试结束后，两名学生的试卷将在
第一时间送往江西省考试院进行评分。

目前，两名考生已入住宜春三中宿舍，直到高考
完毕。 新华社记者 陈子夏 摄

新华社武汉7月1日电（记者李劲峰 许凤）武汉
市武昌区人民法院1日对全能神“两湖牧区带领”曹银
花进行一审宣判。法院认定被告曹银花犯利用邪教组
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被告曹银花
当庭表示不上诉。

法院审理查明，湖北大冶籍妇女曹银花（化名凡
静）2007年2月加入全能神（又名实际神）邪教组织，
2009年因此被劳教1年6个月。2013年初开始在全
能神组织内充任“两湖牧区带领”，伙同另一骨干人员
负责该组织在湖北、湖南两省的组织建立、发展和管
理事务。

48岁的曹银花按照邪教组织上级的指令，组织指
挥全能神“两湖牧区”邪教成员建立邪教基层组织、发
展信徒、制作讲道文章和视频，进行宣扬传播全能神邪
教的非法活动。2013年10月，曹银花在武汉市洪山区
被公安机关抓获。警方在其背包和活动场所查获宣扬
全能神内容书籍20本、小册53册，光盘49张，电脑6
台等物品。

在6月11日的公开庭审中，被告曹银花对公诉机
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供认不讳，当庭认罪。

全能神一骨干头目
在武汉被判刑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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