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有雷阵雨 夜间 多云，有雷阵雨 风向风速 东南风转南到东南风4级 温度 最高31℃ 最低25℃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1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

H A I N A N R I B A O

星期一 国内统一刊号CN46-0001 / 今日AB二叠28版
南海网 www.hinews.cn www.hndaily.com.cn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甲午年闰九月十八 初一小雪 2014年11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1217号 10

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间阴天，有小阵雨 夜间 多云间阴天，有小阵雨 风向风速 东到东北风3—4级 温度 最高26℃ 最低23℃ 海口市空气质量：一级优，细颗粒物（PM2.5）16微克/立方米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举报：966123 邮发代号：83-1

导读

A08版世界新闻

A02版 海南新闻

A03版 海南新闻

中央媒体看海南

本报文城11月9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黄兹
志）立冬已过，被超强台风“威马逊”摧残的树木重新长
出了绿叶，曾满目疮痍的文昌大地又焕发了新的生
机。文昌市受灾的倒塌房屋里，掀顶修缮完成率已达
91.7%、D级危房和倒塌重建也已完成67%，安置在帐
篷的1.1万户受灾户大都搬回修好的房屋，目前只剩
下265户暂住在帐篷里。由政府出资兜底的五保户、
低保户新房重建基本完成。

困难是有的，缺资金、缺材料、缺工人，唯独不缺信
心。在台风“海鸥”登陆文昌后，省委书记罗保铭带队
到文昌指导重建工作时指出，大家一定要树立信心，有
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有我们广大干
部群众的努力，什么困难都可以战胜！重建资金短缺，
文昌市政府用筹措3.72亿元重建资金、出资贴息50%
保证1亿元贷款到位的方式解决。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三亚市和陵水黎族自治县各捐资1.1亿元和9600
万元，省政协、海口市和乐东黎族自治县等捐助一批建
筑材料帮助文昌重建家园。社会各界捐助善款更是多
达2.73亿元。重建材料短缺，新工艺成了人们的新选
择，硅酸钙板修缮的新屋顶历经台风“海鸥”和暴雨的
洗礼完好无损。 下转A03版▶

文昌倒塌房屋
重建完成过半
D级危房及重建房屋明年1月底前完成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钱
彤）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
峰会9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
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
演讲。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呈现
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
遇。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
深入。中国发展将给亚太和世界带来
巨大机会和利益。中国愿意同本地区
各国携手实现亚太美好梦想。

上午9时，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
步入会场。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习
近平指出，亚太地区汇集了古老文明和
新兴力量，这里的发展动力强劲，这里
的未来前景光明。亚太在世界格局中
的地位不断上升。亚太发展前景取决
于今天的决断和行动。我们有责任为
本地区人民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这
个梦想，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

运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
步；就是继续引领世界发展大势，为人
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就是让经济更有
活力，贸易更加自由，投资更加便利，道
路更加通畅，人与人交往更加密切；就
是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
我们要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更大努
力。我们要共同建设互信、包容、合作、
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携手打造开放型
亚太经济格局，不断发掘经济增长新动
力，精心勾画全方位互联互通蓝图。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国经济保持
稳定发展态势，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

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
更为多元。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
展前景更加稳定。新常态将给中国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能不能适应新常态，
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们
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
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
进社会公平正义。我们正在推行的全
面深化改革，既是对社会生产力的解
放，也是对社会活力的解放，必将成为
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同亚太和

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
加深。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
情，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
太和世界。中国发展给亚太和世界带
来的机会和利益是巨大的，带来的商
机是持久和无限的。随着综合国力上
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
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国愿意同各国
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及早投入运作，更
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为亚太互
联互通、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中国
欢迎亚太工商界人士积极参与中国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共享中国改革
发展带来的成果。

习近平最后指出，展望未来，世界
和亚太的发展繁荣面临前所未有的历
史机遇，也面临更为复杂的风险挑战。
亚太各方应该顺应时代大潮，携手共建
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共襄区域合
作盛举，共创亚太美好未来。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世界贸易组织
总干事阿泽维多出席开幕式。

演讲前，习近平会见亚太工商界
代表。

王沪宁、栗战书、郭金龙、杨洁篪等
参加上述活动。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
峰会的主题是“亚太新愿景：创新、互
联、融合、繁荣”，来自亚太经合组织21
个经济体、其他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余名工商界人士参加本次峰会。

(相关报道见A06版)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

■ 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凌广志 傅勇涛

11月起，旨在集中土地等资源领
域审批、遏制旅游行业乱象的系列法规
开始实施，规范海域使用的相关法规即
将提交二次审议……在影响长远发展
的关键领域，海南人大立法强化法律的
引领和推动作用。在国际旅游岛建设、
绿色发展、海洋强省等事关海南长远发
展的各个方面，紧扣法治支撑改革、法
治护航发展的主题，坚持“立法先行、法
规保障”，不断完善法律规范体系，有力
促进了全面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

立法与改革发展相伴而行

点开海南省政府信用信息网上
的“权力清单”栏目，605个省级行政
审批事项和246个省级行政管理服务
事项一览无余：上面不仅有办理流
程、申办材料、办理地点，更有审批的
法律依据、审批时限以及每个审批环
节的经办人、联系方式、咨询和投诉
电话等。

“建立并公开政府‘权力清单’的
核心，就是要用法规对权力进行规范
和约束，把权力运行纳入法治框架。”
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协调管理处处长
周红说：“精简行政审批事项928项，
省级审批平均提速71％。使政府真正

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效来自于

立法的支撑。海南省人大运用特区立
法权，于去年底和今年7月先后两次
审议通过《关于在海南经济特区停止
实施部分行政审批的决定》，停止施行
行政审批事项35项，涉及广播影视、
文化、司法、地质矿产、水务、质量技术
监督、教育等多个方面。

立法与改革发展相伴而行，增强
了科学发展的体制活力。经国务院
批准的国际旅游岛建设是影响海南
长远发展的重大利好政策，省人大及
时制定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
条例》，2011年2月开始实施，对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发展管理体制、规
划编制和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产业

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建设和保
障措施等七个方面做出了详细的法
治规划。

目前离岛免税、体育彩票、低空
飞行、邮轮游艇旅游等国家赋予国际
旅游岛建设的政策已落地生根。过
去四年海南吸引中外过夜游客超过
一亿人次；三亚、海口两家免税店截
至 10 月底，累计销售免税品超过
1500万件，金额过百亿元，国际旅游
岛建设更加接近“中外游客度假天
堂”的目标。

近年来，海南围绕实施绿色崛起
战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大项目建
设等重点领域，积极推动人大立法工
作，用法规破除阻碍改革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 下转A04版▶

海南以“特区担当”绘制“法治蓝图”

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 （记
者赵博）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上午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北京出席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
振英。

习近平听取了梁振英对香港当
前形势和特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
报。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
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总目标，强调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

践，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依法保护港澳同胞利益。这是我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对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促进
香港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法治
是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中央政府充分肯定、全力支持行政
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特别是
为维护法治权威、维护社会秩序所
做的大量工作。

习近平强调，中央政府将继续坚
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
法，坚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进民主
发展，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
定。希望香港各界在行政长官梁振英
和特区政府带领下，把握历史机遇，依
法落实普选，共同谱写香港民主发展
新篇章，保持香港社会稳定和广大市
民安居乐业。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会见时
在座。

习近平会见梁振英

坚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进民主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记者齐中熙 樊曦）
11月9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对墨西哥取消
高铁项目中标结果作出回应。该公司称：“对此我公司
异常震惊。中国铁建此次投标，始终遵守墨政府公开
招标程序和要求，投标内容也符合墨方标书规定。”对
墨方取消中标，“必要时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企业合法
权益”。

中国铁建称，北京时间11月7日13时20分（墨西
哥时间11月6日23时20分），我公司通过媒体获知，
墨西哥通信交通部单方面突然宣布，取消墨西哥城至
克雷塔罗高铁项目中标结果，墨西哥通信交通部部长
表示：这次被宣布取消的投标文件，递交及时并且符合
法律规定，但是因为总统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项目非
常敏感，此举是希望解除社会公众的质疑。

在获知取消中标结果消息后，中国铁建立即启动
了应急预案，并向墨方提出质询。公司已组成法律专
家团队，对该事件进行法律层面的深入评估，“必要时
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中国铁建对墨西哥取消高铁中标发表声明：

必要时将通过法律途径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本报海口11月 9日讯 （记者陈
怡）记者今天从省金融办获悉，省政
府近日印发了《海南省企业失信行为
联合惩戒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
办法》）。我省年底前将上线海南省
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利用该平台
对守信企业进行奖励，失信企业则
会被列入黑名单，无法获得银行贷
款等。

当前经济社会活动中，商业欺诈、

制假售假、偷税漏税等行为屡禁不止，
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
业失信成本偏低，联合惩戒力度不
够。《暂行办法》出台后，我省惩戒失信
企业有了依据。

联合惩戒的基础是信息共享，省
金融办正在着手建设海南省企业信用
信息共享平台，平台建成后，分散在政
府各部门业务系统中的企业信用信息
就能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完整的、动

态的、全省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
库，实现信息共享。第一期预计于今
年年底完成，省工商局、省地税局、省
质监局、省国税局等部门拥有的企业
信用记录将纳入数据库。

“我省将建立失信企业黑名单制
度，失信企业最终将无法获得银行贷
款、无法参与政府采购等，在市场经济
中处处受限，提高失信成本。”省金融
办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为使企业珍惜诚信，享受守
信带来的好处，在突出失信惩戒的同
时，《暂行办法》也规定了守信激励措
施，包括依照有关规定授予相关荣誉
称号，在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资格
审查、安排和拨付财政补贴资金等工
作中，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等。下一步，
省金融办将推动各职能部门，在法律
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出台守信激励的
具体措施。 (相关报道见A03版)

我省出台企业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暂行办法

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年内上线

■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
■就是继续引领世界发展大势，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就是让经济更有活力，贸易更加自由，投资更加便利，道路更加通畅，人与人交往更加密切；
■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

这个
梦想

中共海南省委决定

林东同志
任昌江县委书记

林东同志任中共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委员、常
委、书记（正厅级）。

■ 浪淘沙

近日，《海南省企业失信行为联
合惩戒暂行办法》由省政府正式印
发，这是我省首个关于失信惩戒的
规范性文件，是推动信用体系建设
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我省在推进信
用信息应用、构建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等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人无信不立，企业亦不例外。
道理虽然都懂，但践行起来却不易。
在现实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受利益驱
使，总有一些企业喜欢投机取巧，不
愿意守法经营，由此产生的商业欺
诈、制假售假、偷税漏税等行为屡屡
发生。然而，由于法制建设的不完
善，失信成本过低，反而让一些失信
企业轻松获利。失信企业，既扰乱市
场秩序，又败坏社会风气，确实需要
严惩、严管，才能构建“守信者处处受
益，失信者处处碰壁”的正道。

一个失信的社会，不可能是法
治社会。实现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
需要我们每个公民、每个行业都积极
参与。构建法治社会的支点有千万
个，信用体系建设就是其重要的基
石。我们一定要夯实这个基石，助推
海南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法治社会
需要信用托举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记者孙慧）
今天上午，海口市高新区美安科技新城产
业加速器项目正式动工。这是美安科技
新城自建设以来首个产业项目开工，意味
着美安科技新城建设进入实质建设阶段。

自2013年12月正式动工以来，美
安科技新城不断掀起大开发、大建设的
热潮，今年下半年海口高新区进入奋战
百天倒计时后，加紧对美安科技新城项
目进度，在把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放在
首位条件下，美安新城的一期基础设施
建设已经完工，26条道路已经全面铺开，
三通一平路网建设基本已经完成，土地
收储和项目储备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

在一期基础建设完工基础上，美安
科技新城首个产业项目产业加速器项目
今天正式动工。据了解，该项目建设内
容涵盖了生产厂房、加速器服务平台及
配套附属设施等。配合加速器项目的招
商引资、未来入驻企业的扶持政策方案
等工作也在同步进行中，项目总投资4.7
亿元，由海口美安置业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开发、建设、运营。

产业加速器项目的建成将实现集约
化节约化用地，解决周边农民就业难题，
增加当地农民收入，同时可为各生产企
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

海口美安科技新城
首个产业项目开工

《海岸生活》杂志上高铁
月发行量超10万册

11月7日，航拍海口市龙昆南延长线。目前，龙昆南延长线将观澜湖及整个羊山地区与市区连接
起来，为羊山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搭建了通道，实现了省会经济一体化。近年来，海口打造“八纵六横”的
城市主干路网和“一横六纵”的对外交通公路体系，构建起“大海口”的城市发展空间布局，撑起了城市
发展、延伸的骨架，改善了市民、游客的出行环境。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主干路网撑开城市骨架

以科学立法引领和推动
海南改革发展
——十八大以来海南地方立法综述

朝鲜释放
最后两名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