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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3日电 日
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共二十五
条，自2014年10月1日起施行。

《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是保障注
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顺利实施和落
实《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制度支撑，
是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加
强事后监管的重要举措；有利于通过
运用信息公示、社会监督等手段保障

公平竞争。强化对企业的信用约束，
保护交易相对人和债权人利益，保证
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秩序。

《条例》在大幅度放宽市场主体
准入条件的同时，要求企业真实、及
时公示信息，保障社会公众特别是交
易相对人准确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努
力形成企业“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的
信用约束机制，促进企业诚信自律，
创造良好市场经营环境。

《条例》建立了企业年度报告公

示和即时公示制度。明确企业年度报
告的报送期间、公示程序和公示载体，
并把年度报告内容限定为能够直接反
映企业经营状况的基本信息，而对于
企业资产总额等信息，由企业自主选
择是否公示。为便于社会公众及时了
解企业情况，规定企业应当自信息形
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通过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依法应当
公示的信息。同时，明确企业对其公
示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形成企业信用约束机制

8月23日，位于澄迈境内的海南红树林湿地保护公园正式开放，吸引了众多游客。图为游客在木
栈道上观光游览。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 本报记者 杨勇 梁振君
特约记者 高智

一向以油气化工为支柱产业的东
方，近几年在建设海南能源供应基地方
面异军突起，风电、水电、火电、生物质
能源并举，东方已成为海南西部重要能
源供应基地。

变身能源供应基地

一组组数据，勾勒出东方能源基地
的快速发展历程。2008年，东方市全
市装机容量仅为24.8万千瓦，占全省统
调装机的10.08%；全年发电量仅5.53
亿度，占全省统调发电量的5.15%。

到2013年末，东方已建成投产华
能东方电厂、大广坝电厂、戈枕电厂、广
坝光伏电厂、东方风电厂、感城风电厂、
四更风电厂和高排风电厂，总装机容量
达到了192.4万千瓦，占全省统调装机
的44.93%；全年发电量93.66亿度，占
全省统调发电量的47.48%。其中大广
坝公司作为我省最大的水力发电厂，在
海南电力系统中主要起到调峰、调频和
事故备用的作用，对改善海南电力电能
质量，保证电网的稳定运行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大项目的竞相进驻和建设，使东方
逐渐转变为海南重要的油气化工和能源
基地，东方在全省电力生产供应格局的
地位日趋凸显。”东方副市长符永中说。

力保全省电力供应安全

据海南电网预测，受发电能力严重不
足影响，下半年我省仍存在较大电力缺口，
最高达68万千瓦，属II级严重缺电。

今年1-7月，海南电网单机容量最
大、装机容量最大的华能东方电厂发电
量达 61.41 亿度，占全省总发电量的
44.26%，预计该厂全年发电量首破百亿
度，届时将创造我省发电企业新的纪
录。进入迎峰度夏以来，华能东方电厂
4台机组基本满负荷运转，日均发电量
占到全省统调电量的50%以上。由于
长时间高负荷运行，机组难免出现一些
异常，电厂检修人员24小时值班保障。

该厂策划部主任曹志刚说，因海南
电网缺电，东方电厂本年度的计划检修
全部推迟，以保证全省工农业生产生活
用电需要。

打造新能源示范城市

沿东方的海岸线行走，海边高高耸

立的风力发电机组，风叶旋转，电能汇
聚电网，输送到省内千家万户。今年2
月，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全国第一批创建

新能源示范城市（产业园区）名单显示，
在81个城市和8个产业园区中，东方市
是我省唯一入选城市。

早在1997年，海南国信能源公司
投资建成的东方风电厂已正式运
营。 下转A02版▶

发电企业总装机容量已占全省四成半，风电、光伏、生物质能源加速发展

东方积蓄新“能量”

本报讯（记者侯小健 特约记者
陈涛）大型摊铺机在紧张摊铺沥青，
一部部压路机来回平整、压实路基
……这是记者在G98环岛高速公路
改建工程九所至八所段及邦溪至白
马井段目睹的施工场景。记者从省
交通运输厅获悉，目前，该改建工程
正有序推进，右幅路面沥青摊铺已完
成78%，有望9月底通车。左幅预计
明年2月通车。

承担九所至八所段代建任务的中
咨集团海南西线代建办副指挥史志锋
介绍说，该段全长102公里，共有3个
标段。目前右幅上面层摊铺已完成
80公里，中面层完成95.5公里。目前
全段右幅已有52公里通过验收，9月
底有望通车。

负责代建邦溪至白马井段的省路
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指挥部工程
部负责人李荣介绍说，该段全长36公
里，右幅从6月开始摊铺沥青，底层、
中层已铺完，路面摊铺已完成28公
里，还有一周可铺完。9月初有望转
入左幅施工。

西线高速右幅改建
工程有望9月底通车

本报讯（记者况昌勋 通讯员曾德
立）记者从省统计局获悉，1-7月我省
进、出口双双达两位数增速，外贸进出
口 总 值 565.2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2%。其中，进口413.02亿元，同比
增长12.5%，出口152.22亿元，同比增
长11.3%。

从主要出口地看，1-7 月海南
对日本、中东、东盟三个地区出口均
保 持 增 长 ，增 速 分 别 为 13.0% 、
6.1%、73.7%。其中对东盟出口达
60.48 亿元，占出口总值的 39.7%，
东盟成为海南第一大出口市场。从
主要进口地看，1-7 月进口保持增
长的地区分别是日本、美国、中东、
欧盟。

从出口产品看，成品油是海南最
大的出口商品。1-7全省机电产品出
口73.17亿元，增长71.2%，占全省外
贸出口的近五成；农产品出口22.69
亿元，增长8.3%；水海产品出口19.87
亿元，增长10.4%。在进口商品中，原
油进口276.04亿元，增长12.0%；机
电产品进口50.50亿元，增长1.3%；高
新技术产品进口 41.75 亿元，增长
20.9%。

前7月海南进出口
两位数增长
东盟成最大出口市场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许艳 蔡锋 实习生林
诗婷）为推进园区循环经济发展，提高园区综合竞争
力，实现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近日批复同意洋浦经济开发区等25个园区循环化改
造实施方案并确定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这是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的。

洋浦开发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实施方案提出重
点以大型炼油化工和制浆造纸为依托，充分发挥大型
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和洋浦的港口物流优势，着力构
建“产业特色鲜明、循环链条完善、基础设施配置合理、
资源利用高效”的大型临港循环经济工业基地；根据空
间布局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按照“一体化”的
原则，完善洋浦交通港口、仓储物流、供水排水、供热供
电、工业气体等基础设施。

同时，按照市场规律和政策管理相结合的思路，对
园区企业和项目的组织管理及运行机制进行创新，体
现新型工业发展特点；按照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实现同
类、关联项目的集中布置，大力推动石化、造纸两大主
导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横向耦合，提高洋浦循环经济
产业关联程度；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污染集
中治理，重点推进水资源的节约和循环高效利用，提高
污水收集和集中处理能力，特别是造纸污水的深度处
理和中水回收，减少原水消耗和污水排放，提升洋浦发
展的质量水平。

洋浦跻身国家循环化
改造示范试点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23日电 近日，经最高人民
法院核准，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和田四地（市）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对犯有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故
意杀人罪、放火罪，非法制造、储存、运输爆炸物罪，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玉山江·吾许尔、玉苏甫·
吾买尔尼亚孜、玉苏普·艾合麦提等5案8名罪犯执行
死刑。

据悉，这5起案件涉及北京天安门广场暴力恐怖
案，阿克苏地区抢夺枪支、袭警案，喀什地区非法制爆
案、故意杀人案，和田地区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
放火焚烧检查站、杀害国家干部案。上述案件对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经法院判决认定，自2011年起，被告人玉山江·吾
许尔、玉苏甫·吾买尔尼亚孜、玉苏普·艾合麦提伙同吾
斯曼·艾山（已死亡）等人以实施暴力恐怖活动为目的，
多次收听观看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内容的音视频，
纠集发展成员，逐步形成恐怖组织。2013年10月7
日，上述被告人先后赶往北京会合，尔后购买汽车、汽
油、刀剑、防毒面具等作案工具，共同策划暴力恐怖袭
击活动。2013年10月28日12时许，吾斯曼·艾山伙
同他人驾驶越野车， 下转A03版▶

新疆对8名暴恐
犯罪分子执行死刑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黄媛艳

日前，站在三亚市特殊教育学校崭
新的教学综合楼前，三亚市海棠湾镇居
民朱丽嫚拉着儿子小俊的手，脸上满是
喜悦。

由于之前三亚没有合适的学校，朱
丽嫚只有辞掉工作，带着小俊远赴海口
的特殊教育学校就读。而这个学期，这
所新成立的特殊教育学校将成为小俊
的新学校，朱丽嫚一家人也终于得以结
束两地分居的生活。

在城市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同
时，三亚这座城市的目光并没有仅仅停
留于五光十色的绚丽霓虹，也投向了普
通百姓的万家灯火。

在连续多年增加投入的基础上，今
年，三亚民生投入再次加大力度——三
亚市财政预算安排重点民生支出75.9
亿元，占全年公共财政支出的72.6%，
比上年同期增长20.7%。2014年1-7
月份，三亚市民生支出33.0亿元，占同
期财政支出的53.2%，比上年同期增长
28.7%。

为了提升教育综合实力，促进教育
资源均衡发展，三亚今年在教育系统采
取了多项措施——由4所学校合并成
的市第十小学和第一所农村公办幼儿
园，将于9月1日开学，划归市教育局管
理的农垦三亚高中学校也能为三亚增
加300个高中学位……

截至目前，三亚市今年共对教育支
出7.3亿元，同比增长16.9%，这些资金
主要用于完善三亚市中小学校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全市中小学建设等。

而民众最为关心的看病难问题，在

今年政府的大力投入下，也有望很快得
到解决。

在三亚市人民医院内，一栋崭新的
16层内科大楼很快就可以投入使用。
这栋投资1.7亿元的内科楼将为医院增
加400多张床位。

除了三亚市人民医院的基础建设
外，这个城市的市中医院三期项目、市
妇幼保健院和市疾病防控中心整体搬
迁建设等工作也在不断推进中。

据介绍，今年1—7月，三亚市医疗
卫生支出共6.9亿元， 下转A02版▶

今年三亚预算重点民生支出75.9亿元，占公共财政支出七成多

民生投入暖万家

东方市四更镇风力发电机组。 本报记者 苏晓杰 特约记者 高智 摄

海南红树林湿地保护公园开放

翁田助学义演筹得近600万元善款
本报文城8月23日电（记者刘笑

非 特约记者许环峰 通讯员潘高）今晚
的翁田中学异常热闹，民革海南省委和
文昌市翁田镇委镇政府在此共同举办
助学慈善义演，旨在为台风中受灾的困
难大学生家庭筹集学费，帮助他们在灾
难过后，继续完成学业。

作为超强台风“威马逊”的登陆
点，翁田镇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临
近开学季，灾区大学生们的上学难问
题同样牵动着大家的神经。此次义
演，正是为了号召社会各界力量，为灾
区大学生献一份爱心，帮助他们重返
校园。据悉，此次演出共筹得各界善

款近600万元，其中民革海南省委捐
款64.5万元。一直关注灾区灾情的民
革中央，也拿出10万元现金，用于帮
扶灾区大学生。

据记者了解，台风过后，翁田全镇
680名大学生家庭不同程度受灾，其
中低保家庭11户、贫困家庭42户、困

难家庭349户。在演出中，现场受捐
的大学生有近400名，而近 600万元
善款也不只是用于今年的资助，剩余
资金将会作为爱心助学基金，配合各
方资助，在未来几个学年里，持续不断
地帮扶，保证每一个受灾大学生顺利
完成学业。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山西省委两常委
接受组织调查

A04版 时事周刊

规模和实战化程度超过以往

上合组织五国
反恐军演拉开战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