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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首次以依法治
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把“法治中国”建
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依法治国，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
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
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依法统计是
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基本
方略在统计领域的具体实践，它要求各
级统计部门和广大统计人员要以统计
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为准绳，坚持依
法行政，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

统计是国家实行科学决策和现代化
管理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准确、及时、
全面、真实的统计数据，对正确分析国民
经济的运行态势，保障社会的发展至关
重要。当前，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
级党政机关、社会各界对统计信息的需
求越来越多，对统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但受利益驱动，一些地方、
部门和单位或调查对象违反《统计法》，
在统计上虚报、瞒报、弄虚作假的现象
还时有发生，致使有些数据与实际情况
相差甚远，全面推进依法统计任务依然
艰巨。因此，深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
基本方略，全省各级统计部门最主要的
任务就是全面推进依法统计，以抓铁有
痕、踏石有印的韧劲抓好统计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的贯彻落实，确保统计数据
的真实准确，推动统计工作更好地服务
科学发展。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依法统计？概
括地说，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
面推进依法统计，立法是前提，普法是基
础，执法是关键，使立法、普法、执法“三
头并举、三位一体”。

科学立法是依法统计的前提。“不以
规矩，不成方圆”。从立法上来讲，依法
统计的前提和立足点是科学立法，不断
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近年来，我省在统计立法上取得了
很大的进步，统计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是比较完善的。《统计法》从1984年开始
颁布实施，到现在已进行了多次修订；
《海南统计管理规定》从1997年颁发以
后也做了几次修订。新的《统计法》是在
2009年颁布实施的，《海南省统计管理
规定》是在2013年重新修订颁布实施
的，跟当前的统计工作发展的要求是相
适应的。而且作为与《统计法》和《海南
统计管理规定》相配套的一系列统计规
章制度也是比较完善的。省政府近几年
就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统计基层基础
建设的通知》、《关于加强和完善服务业

统计工作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和改
进统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这些政府
规章制度，对双基建设、现代化建设、部
门统计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范，保证了
统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总的来
说，这几年来统计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
建立是比较完善的。当然，随着经济体制
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统计立法也不
能一成不变、“从一而终”，必须与时俱进，
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完善和发展。

深入普法是依法统计的基础。统计
普法的目的是使各级领导、广大统计调
查对象和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懂法、遵
法、用法、守法，确保统计工作的顺利开
展和统计数据的真实可靠。这些年来我
省在统计普法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
比较明显的成效。海南省统计局被中央
宣传部、国家司法部授予“四五”普法全
国先进单位称号。近年来，我省继续加
大普法宣传的力度，对市县、乡镇、企业
领导和统计人员等开展了大规模的统计
普法培训；同时，积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统计普法宣传活动，广大公民的统计法
制观念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法律意识明
显增强。但是整个社会的法制环境和人

们的法律素质还远不能适应依法治国和
依法统计的要求，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需要，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等
现象仍然存在。因此，要高度重视法制
宣传教育工作，把普法作为一个长期的、
系统的工程常抓不懈。要加强组织领
导，建立健全责任制，确保立法规划的顺
利实施。要继续深入开展对各级领导及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统计机构及统计人
员的普法教育和培训。尤其是各级领导
干部要带头加强法律知识学习，做学法、
守法、用法的表率。要不断创新统计普
法宣传的形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教
育活动。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
络等新闻媒体开展统计法律法规宣传，
及时反映普法宣传工作动态和亮点，推
动全社会树立统计法治意识，增强统计
法治观念。

严格执法是依法统计的关键。统计
执法就是在统计工作中遵守和执行法
律、法规和规章及其所延伸的制度。统
计部门依法行政就是要落实在依法统计
上，要把统计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规
定落实到统计工作全过程的各个环节，
在日常工作中抓落实、抓实施、抓执行，
同时对各方面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及规章

制度的情况开展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的行为，依照法律法规来进
行规范和管理。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
之必行。”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
在于实施。全面推进依法统计，必须把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作为关
键来抓。首先，各级统计机构和广大统
计人员要增强责任感，严格执行《统计
法》和《海南省统计管理规定》及相关规
章制度，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严肃
执法、严格执法，坚决维护法律的威
严。其次，要以依法严肃查处在统计上
弄虚作假行为为重点，加大统计执法力
度，严厉惩治各种统计违法行为，并通
过媒介予以曝光，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
作用。第三，既敢于执法又善于执法。
敢于执法就是要敢于动真碰硬，下决心
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真正起到查处一
案、教育震慑一片的作用。善于执法就
是要讲究策略，注重事实和程序，以理
服人。第四，要实行定期检查与不定期
检查、重点检查与经常性检查相结合，
使统计执法检查不走过场、不流于形
式，做到经常化、制度化。第五，要协调
有关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各级统计部
门要积极主动争取人大、纪检、监察、司
法等部门的支持配合，为统计法治提供
有力的外部支持。
（作者系海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全面推进依法统计的几点思考
□ 符国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小
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仅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
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在调整
经济结构、扩大社会就业、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财
政收入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融资
难却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以海南为例，中小
企业贷款占银行信贷总额不足20%，在2万多家
小企业中，能够从银行获得信款资金占比不到2
千家。

出现这样的局面，首先在于小企业信用观念
淡薄，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缺乏内部控
制机制，不能提供准确及时的财务报表，法治意
识淡薄，欠息，逃债，赖债等现象时有发生，造成
了中小企业整体信用不良的局面，制约了中小企
业的融资；其次，中小企业无抵押物或抵押难，中
小企业可抵押物少，且资产评估中介服务不规
范，存在垄断现象，对抵押物的评估往往不按市
场行为正确评估，随意性很大；再次，担保难，担
保公司担保也是有条件的，而且要收取一定担保
费用，效益好的企业既不愿意给别人作担保，也
不愿意支付担保费，效益一般的企业，由于抵押
品价值不足问题，或者是贷款额度少问题，也达
不成一致。要解决以上突出问题，需要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力。

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提高信用程度。小企业
应建立规范科学的财务制度，提高企业财务管理
水平，加强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信守合同，依法纳
税，使财务报表能真实地反映其经营状况和财务
状况，并确保各项债务如期偿还。树立良好的信
息披露意识，提供真实的财务信息，杜绝假报表、
假合同等现象的发生，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加快和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建立中
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
业贷款时的担保问题，从而保证贷款的顺利进
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可以由发展互相担保
和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组成。建议有条件
的市县区积极筹建信贷担保体系的分支机构，从
制度上为银行规避金融风险，也为民营企业贷款
创造条件。鼓励建立商业化运作的中小企业信贷
担保协会，政府从政策上给予一定支持和优惠。
积极探索建立全国性信贷再担保机构。全国性信
贷担保机构建立，可以采取会员入股和中央财政
出资相结合的办法，以事业法人方式组建，并从现
在开始进行研究论证。目前我国政府的信用担保
体系尚处于初步发展状态，但由于我国商业银行
普遍推行了抵押、担保制度，而大部分中小企业难
以提供符合抵押条件的抵押物，所以导致一些成
长性较好的中小型企业无法获得贷款，信用保证
制度是可以使得那些按正常渠道无法获得到贷款
的小企业得到了资金上的支持。同时，建立和完
善与担保机制相配套的制度设施：第一，建立和完
善担保机构的准进制度，资金资助制度，信用评估
和风险控制制度，放开准进门槛；第二，对担保公
司实施减免税政策，达到一定条件的担保机构，国
家减免所得税；第三，建立担保贷款的风险补偿机
制，包括建立国家再担保机构、银行对担保公司的
坏账分担、通过风险基金提供补偿等。

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府应该充分发挥
其职能，通过政策设计和引导，调动金融部门的积
极性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为中小企业融资提
供帮助。通过招商引资，为中小企业引进外资，搭
建好舞台。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要扮演好组织者和
促进者的角色，当好企业的参谋，不搞行政指定，
把决定权留给企业，从而真正帮助中小企业拓宽
融资渠道。政府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主要着眼于制
度建设和法规保障，通过制度保障、政策协调、资
本市场创新等措施，营造外围条件。积极营造良
好环境 政府要加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扶持。近
年来，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对解决中小企业的融
资问题，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对银行来说，向
大量中小企业贷款，可以分散金融经营风险，降低
成本，防止贷款过度向大企业集中而潜伏信贷风
险。对于政府来说，因中小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建立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是解决就业题目
的主要载体，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
点，因此，从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角度出发，政府
必须给予中小企业相关的法律、政策及财政支撑，
以政府之力帮助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

（作者单位：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

中小企业信贷难浅析
□ 姜彦存 黎 琼

学习贯彻省委六届七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省委六届七次全会精神

依法统计是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统计领域的具体实践。在全面推
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海南的征程中，全省统计部门和广大统计人员要以统计法律、法规和规章
制度为准绳，坚持依法行政，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近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侯建
军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在由政府主
导向市场化交易的过渡阶段，农村土
地流转还没有完全步入制度化、规范
化、市场化轨道，在农民权益保障方面
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加强农民土
地权益司法保护，是建立健康有序的
土地流转秩序，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司
法保护需坚持保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
原则、维护土地流转合法有序原则与
注重协调和解原则。具体来说，应依法
稳妥处理农村土地流转中的重大问题，
加强对农村土地征收的司法审查与监
督，健全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措施。

加强土地流转中
农民权益的司法保护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党
的基层执政方式和工作方法上的重大
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农垦总局坚
持把服务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题，
从建强服务主体、把准服务导向、打造
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机制等方面入手，
着力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水平，进
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
为农垦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了
强大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建强服务主体，壮大服务力量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首要问
题是建强服务主体，健全组织架构，提高
党员干部素质。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农垦
总局紧紧抓住服务主体这个关键，以扩大
党组织有效覆盖为重点，通过教育培训全
面提升党员队伍素质，努力建设一支想
服务、能服务、会服务的党员干部队伍。

一是扩大党组织工作覆盖面。2012
年以来，根据国有农场新型经济组织发
展迅速和农场社区人口流动聚集的新情
况，总局新建党支部86个，新建党小组
250个，努力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
组织；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党员服
务。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经济
建设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民生
工程的最前沿充分发挥作用，服务群众。

二是坚持开展党支部示范点创建活
动。2012年以来，总局各级党组织加大
投入，高标准建设300个基层党支部示

范点，培育示范党支部230个，带动了全
局1000多个基层党组织在场所建设、队
伍建设、制度建设、机制建设等方面全面
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不断增强。

三是实施基层党支部书记素质提升
工程。2012年以来，总局各级党组织共
选拔216名群众公认、致富和带动能力
强的党员干部担任支部书记，选派221名
优秀机关干部兼任基层党支部书记。采
取换思想、换班子、换制度、换思路等措
施，重点整治“软、瘫、散、乱”的基层党支
部班子28个，调整不称职党支部书记30
人。总局共举办基层党支部书记学习培
训班48期，培训支部书记1500多人次。

四是加强党员队伍建设。2012年
以来，共设立党员责任区1280个、党员
示范岗1500多个，全局1000多个基层
党组织、2万多名在岗党员围绕本职工
作作出公开承诺。各级党组织注重在
有文化、有技术、能够带领群众共同致
富的优秀青年职工中发展党员。

五是广泛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
总局各级党组织根据党员干部职业特
点和个人特长，分类别、分行业成立党
员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展主题服务1200
多场次。

把准服务导向，提升服务水平

把准服务导向，要求各级党组织自
始至终以服务为核心，明确服务对象、
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服务重点，并通过
针对性、全方位的服务，不断提高服务
效率和水平。

一是服务经济发展。总局各级党

组织自觉服从发展这个大局，积极引导
广大党员在开展项目劳动竞赛中建功立
业，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中攻坚克难。
目前全局党员创业示范基地达216个，
重点建设了南田芒果、东昌胡椒、南海菠
萝蜜、乌石绿橙等十大农业标准化基地，
集约发展了各类经济作物109.96万亩。

二是服务职工群众。总局坚持把回
应职工群众期盼、让职工群众得实惠作
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解决
了一批群众关心的饮水难、行路难、上学
难、看病难等问题。近年来，总局投入
85亿元，建设职工住房 14.7万套，受益
职工群众超过38万人；投资5600多万
元，解决了290个生产队10.8万人安全
饮水问题；筹资2280万元，慰问困难职
工3.5万户；筹资550.8万元，扶助困难
职工家庭子女3465人上学；发放大病救
助金580万元，惠及职工群众1617人。

三是服务党员。总局注重运用现
代信息网络手段服务党员，共建设党员
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站点451个。近
年来，利用远程教育平台，举办农业实
用技术讲座560场次，培训党员群众1.2
万人次。此外，针对垦区老党员多的实
际，加强对老党员的关爱和帮扶工作。

打造服务载体，完善服务机制

创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必须创新
服务载体，寓领导和管理于服务中，使
服务工作渗透到职工群众生产生活的
方方面面；必须完善服务机制，实现党
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制度化、常态化。

一是搭建集党务、政务和社会事务
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针对农场
职工群众居住分散、办事不便的特点，
总局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服务型
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建立集信访、综
治、维稳、帮扶、便民“五位一体”的综
合服务平台（站、点）654个，形成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服务网络。采取集中
办公、代理代办、上门服务、信息服务、
应急服务等多种方式，为群众提供全方
位、多领域、广覆盖的服务。

二是坚持开展党员群众结对帮扶
活动，推动党员服务群众常态化。近年
来，全局有上万多名党员干部与困难党
员群众结对帮扶，帮助困难党员群众解
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共帮扶项
目3700个，落实帮扶资金3000多万元，
为群众办实事2万多件。

三是建立健全服务保障机制。近
年来，总局共投入党建专项资金2000多
万元，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创建工作提
供了经费保障。同时，充分发挥考核评
价的导向作用，把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工作纳入各单位年度领导班子目标
管理考核体系，把群众满意度当作评判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标准，把基层党
建工作与企业单位党政一把手的工作
业绩直接挂钩，从而增强了企业党委抓
好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调动了企业党政一把手切实抓
好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积极性、主
动性。 （作者单位：海南省农垦总局）

着眼服务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
□ 钟国深

中标公示
三沙市气象局拟建的三沙市气象局业务用房改扩建工程施

工招标已于2014年12月15日完成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

定，推荐中标候选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四川红叶建设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万宁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2014年12月16日至2014年12月18日，若有

异议可向海南省气象局计财处投诉。投诉电话：65375797。

招标代理：湖南天鉴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15日

海南尚品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0104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口海
事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1月4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
陈巨雄名下位于海口市海府路49号省机关大院住宅北区4栋802号房
产，建筑面积90.5平方米；参考价：36.6933万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采取净价拍卖，即买受人承担过户的风险，
过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标的展示时间：见报
之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有意买者请于2014年12月30日12:00
前缴纳竞买保证金并到我公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以保证金到
账为准）。缴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海事法院；开户行：中行海口市龙
珠支行；账号：266262970641；缴款用途请注明：（2014）琼海法技拍委
字第9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拍卖地点：海口市
龙华路40号环球大厦8楼本公司拍卖大厅。电话：0898-66115918
18976212356。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6254932

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2015-0106期)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1月6日上午10时在我司拍卖厅对
如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文昌市东路镇约亭圩工业区的三处房产【房屋所
有证：文房证第 50000 号、第 50001 号、第 50002 号，面积分别为
3605.75平方米、1538.69平方米、2332.40平方米。参考价：443.648万
元。竞买保证金：300万元。上述拍卖的房屋不包括房屋占有的土地，上
述房产现由海拓公司居住使用。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4年
12月31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14年12月31日上午11时前到我公司
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帐为准。竞买保证金交纳至：海
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海口美兰支行；账号：
39270188000052543。缴款用途处须按顺序填明：姓名或名称、（2014）
海南一中法拍字第44-1号竞买保证金。拍卖单位：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
司。公司地址：海口市金贸中路1号半山花园海天商务楼3128室。电
话：68511921、18976230583。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公 告
海口玉湾 B、C栋单体模型比例 1:50制作招

标，请具备横型制作资质的单位携带相关资料复印

件（加盖公章），于2014年12月25日前报名。

联系人：林先生、柯小姐

电 话：0898—68560055

迁坟公告
云龙产业园项目规划区范围是：规划区西至云龙镇西侧的

村庄边界，东至海榆东线东侧，南至云龙镇区，北至台达高尔夫
的用地界线，规划总用地面积4.74平方公里。（产业园使用海口
独立坐标系坐标点，四至7个坐标点分别为：1：X=200413.910，
Y=207487.895；2：X=200848.928，Y=207964.904；3：X=
201386.326， Y=209401.547； 4 ： X=200151.516， Y=
209782.715；5 ：X=199336.223，Y=210287.089；6 ：X=
198311.826， Y=208901.996； 7 ： X=198763.887， Y=
208396.193）。现因产业园区项目工程建设需要，需对该项目建
设用地范围内的坟墓进行登记迁移，请相关户主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5日内到云龙镇政府办理坟墓迁移登记补偿手续，逾期
不登记将当做无主坟墓处理。（联系电话：65623033）特此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人民政府
2014年12月16日

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
延期拍卖公告

我司原订于 2014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9:30 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以现状公开
拍卖的“海南安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因故延期至 2014年 12月 19
日上午9:30时举行。

特此公告！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
延期拍卖公告

我司原定于2014年12月16日上午10：00在澄

迈县财政局七楼会议室举行的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

马村国社岭西侧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会，因

故延期至2014年12月23日上午9：00举行，标的展

示、竞买报名及交纳竞买保证金时间顺延至2014年

12月22日下午17：00止。其他事项不变。

联系电话：林先生 18808951200

近日，《人民日报》发表汪永清的
署名文章指出：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
最重要的是要根据我国宪法法律确立
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政府、基层群
众自治组织、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企
业之间职责明确、合作共事，共同处理
社会公共事务，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
一、自由与秩序的统一。多层次多领
域依法治理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
容，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善治的
必由之路。在推进过程中，要坚持系
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
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运用法治
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党委领导、政府
主导与调动社会积极性相结合。

推进多层次多领域
依法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