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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蝉餐厅装修十分“考究”，风格模
仿日本古典建筑，没有大厅，只有包房，
是一个私密的高端餐饮场所，并且不招
待散客，只接受提前预订。

据了解，“空蝉”餐厅共有4间包房，
均为日本知名设计师设计，采取“春、夏、
秋、冬”不同的主题，还穿插多个人造流
水景观。“日常人均消费约为2000元至

5000元。”这位负责人介绍，“食材除了
蔬菜全部进口空运，连装菜的盘子也是
定制的”。

“这里很少有普通游客来，多数都是
企业招待之用。”知情“常客”、供职于某
地产集团上海分公司的林先生提供的发
票显示，在此吃一顿饭消费动辄万元以
上。

在空蝉餐厅的酒水单中，15年茅台
标价为9800元／瓶，是市场零售价的数
倍。而据壹藏餐厅提供的酒水单显示，
其日常人均消费为300－500元，菜单中
有多种进口清酒、红酒。

记者调查还发现，“吃喝门”事件还
存在历史建筑变身高端餐饮场所的问
题。根据文物部门公告，益丰外滩源商

场所在建筑为始建于1911年的益丰洋
行大楼，是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益丰外滩源商场物业管理办公室的
一位负责人向记者确认，目前该大楼的
所有者系国有企业。“改造后，现为精品
商场，经销各种奢侈品、定制服装，以及
高端餐饮，租金即使在上海地区也属于
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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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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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号

二、竞买人资格：（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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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人。三、竞买申请和登记：有意参加竞买者应于2015年1
月30日—2015年3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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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2号窗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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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2月25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3
月6日上午10时整（北京时间）。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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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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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的首付款，余款按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付清。（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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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交价款
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有关规定缴纳），挂
牌佣金按有关规定收取。（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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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03602；http://www.ggzy.hi.gov.cn、http://
www.hnlmmarket.com/

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1月22日

地块编号

27010-201479-4

27010-201479-5

27010-201479-6

位 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
东延线0.35公里处北侧地段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
东延线0.35公里处北侧地段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
东延线0.35公里处北侧地段

面积（公顷）

0.1011

0.1198

0.0900

使用年限

70年

用途

城镇住
宅用地

容积率

>1.0且
≤3.29

建筑密度

≤20.34%
绿化率

≥35%
起始价(万元)

197

233

180

保证金(万元)

120

140

110

备 注

城镇住宅用地中小套型普

通商品住房用地不低于住

宅用地供应面积的70%。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办理的（2014）龙执字第1283号、（2014）
龙执字第199号执行裁定书，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
现财产进行公开拍卖：1、海口市丽晶路18号市政府滨海住宅区永安
阁8层802房（产权证号：HK134923号），建筑面积：117.18m2，参考
价1001772元，竞买保证金25万元。2、海口市国贸北路22号怡景大
厦A幢402房（房权证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064561号），建
筑面积：136.52m2，参考价779135元，竞买保证金15万元。现将拍
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5年2月11日上午10时；2、拍卖地点：海口市龙
昆北路30号宏源大厦12楼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3、竞买标的
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至2015年2月10日16时止；4、收取竞买保
证金：至2015年2月6日17时止，逾期将不予办理；5、收取竞买保证金
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
行；账号：34010155260000167。6、交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
法拍委字第117、118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款）。7、特别说明：上
述标的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电
话：0898-66753060、66753061。法院监督电话：66700691。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117、118号
海南物资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安生和、安文江、白 静(女)、白金伟、
蔡 斯、蔡春为、蔡先国、曹 龙、曹 琼(女)、
陈 波、陈 东、陈 宏、陈 琪、陈 庆、陈 勇、
陈 媛(女)、陈 钊、陈爱汝(女)、陈川华、
陈光裕、陈国强、陈国庆、陈海波、陈海蓉(女)、
陈继敏、陈嘉新、陈建通、陈明栋、
陈少明、陈太祥、陈筱青(女)、陈亚国、
陈咏梅(女)、陈元明、陈志新、程建华、
程小平、程晓东、崔 兰(女)、崔艺耀、
代 军、戴 丹(女)、戴海平、单钧岐、邓 锐、
邓振海、董继明、董学智、董永波、
董永光、杜 宇(女)、杜 芸(女)、杜继锋、
段书臣、符 强、符 天、符方芳、符启林、
符琼芬(女)、符琼光、符永远、符运杰、
付红星、付晓兰、傅后干、甘 力(女)、
甘小翔、高 平、高 翔、高华阳、高文祥、
高泽新、葛荣平、葛云峰、耿宪友、关 平、
韩 斌、韩 海、韩艳玲 (女)、何富杰、
何世君、洪 亮、洪 毅、洪新敏、胡 振、
胡宗丽(女)、黄 昊、黄大富、黄国华、
黄江天、黄林波、黄良盛、黄朋程、
黄儒良、黄思斌、黄文军、黄昭毅(女)、
纪 敏、贾 雯(女)、江合宁(女)、姜 丹(女)、
姜建元、姜丽丽(女)、姜庆文、姜志凌、
蒋 弘(女)、金 明、金华庆、孔 璇(女)、
赖建国、赖志雄、黎 毅、黎才旺、李 庆、
李 群、李 雯 (女)、李红文、李剑飞、

李晶瑜(女)、李炬弘(女)、李明晶(女)、
李庆宇、李取华、李绍华、李书江、
李曙光、李武平、李晓冬、李晓琴(女)、
李新国、李艳萍(女)、李允宝、李增贤、
李长征、梁锦、梁卫新、廖晖、廖爱敏(女)、
廖向琦、廖晓红(女)、林 耿、林 立、林 青、
林 祥、林 英 (女)、林才文、林接明、
林少白、林少文(女)、林顺德、林锡光、
林秀才、刘 刚、刘 刚、刘 蔚、刘 晰(女)、
刘溪、刘春生、刘海利、刘吉友、刘美波(女)、
刘树国、刘文先、刘学强、刘雅斌、刘彦敏(女)、
刘彦勋、刘一凡、刘志坤、刘智慧、卢迪(女)、
卢方锦、陆 炬、栾和丽(女)、罗 标、罗 敬、
罗明、罗相龙、骆萍(女)、吕品图、吕邵双(女)、
马建东、马骏鹏、马利克、毛海梅(女)、
毛亚喜、宓广民、闵齐双(女)、莫美莲(女)、
南建陆、聂友峰、宁钧伟、潘 超、彭美全、
皮修平、青 锋、邱智强、冉 群、石宇权、
史 利、宋连斌、孙 伟、孙建华、谈德荣、
覃业栋、谭华辉、汤尚濠、陶 虹、陶嘉乐、
童光政、童永滨、童元保、涂显亚(女)、
王 波(女)、王 衡、王 琳、王 琦、王 彤(女)、
王 翔 (女)、王 晓、王 娅(女)、王 勇、
王朝辉、王澄寰、王定军、王光色、
王宏斌、王洪亮、王洪胜、王华起、
王进宗、王康寒、王克强、王青松、
王圣哲、王盛龙、王士国、王世杰、

王世贤、王树森、王韬鹏、王晓平、
王筱慈、王新俊、王雪林、王雁磊、
王右军、王玉洁(女)、魏雁飞、文 博、
吴 波(女)、吴 华(女)、吴 慧(女)、吴 梅(女)、
吴涛、吴岳、吴卓、吴冬梅(女)、吴建伟(女)、
吴坤炳、吴坤卿、吴秋云(女)、吴晓锋(女)、
夏东伟、肖 辉、肖 玲(女)、肖焕坤(女)、
肖明富、肖廷金、肖亿文、肖拥群、谢 庄、
谢百雄、谢圣美(女)、谢盛辉、谢祥项、
谢勇杰、徐 斌、徐 快、徐 平、徐建平、
徐培军、徐世凡、徐以祥、许彩霞(女)、
许维中、禤伟旗、严励、杨霖、杨珮煊(女)、
杨雪冬、杨又生、杨兆全、姚宣东、
叶铁生、叶英萍(女)、伊宪海、易荣宝、
殷建军、于 君、于文洲、余以军、袁 校、
翟志瑞、翟志伟、詹道巨、詹和泉、张 彬、
张 兵、张 放、张 宏、张 辉、张 杰、张 杰、
张 玲(女)、张 琦、张 卫、张 武、张 颜(女)、
张真、张宝华、张海山、张华云(女)、
张继忠、张丽霞(女)、张利民、张启云、
张申立、张晓东、张晓辉、张晓君、
张跃光、张振豪、赵 亮、赵 卫、赵德承、
赵定虎、赵剑光、赵良斌、赵淑侠(女)、
赵弈涵、郑 勇、郑成良、周 耕、周 华(女)、
周 江、周保家、周朝霞(女)、周文东、
周晓伟(女)、周孝怀、周一龙、朱 林、
朱爱春、朱新华、朱岳海、邹祯林、左道平

海南仲裁委员会2015年度注册仲裁员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规定，现将本委2015年度注册仲裁员名单予以公告，请社会各界监督。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18号寰岛泰得大酒店4楼409房（邮政编码：570208）
联系人:黄嘉瑟 手机:18889898016 联系电话：0898-68570911 传 真：0898-68570183

海南仲裁委员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2015年度注册仲裁员名单（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列）
共358名

抢鲜读
证券导报
SECURITIES

今
日

(P03)
军工两箭连发

“混改+证券化”雷声大雨点更大

(H01)

(H03)

(H04)

(H09)

超目标任务逾三成

海南去年发放农民贴息小贷46亿

海南地税系统征管工作注重创新

催报催缴文书，让税款及时入库

参股海南银行 布局金融产业

海马集团汽车金融地产三分天下

多头杀出回马枪 金融力挺上证收复3300点

牛市验证暴跌即加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意见在
什么背景下出台？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亮点？对我国
智库建设工作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专访了全程参与起草工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

意见出台顺应形势发展需要

问：这份意见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答：《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关于智

库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事实上，智库在我国已经
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
开始，我国就建立了很多机构来进行公共政策的
研究，发展到今天，我国可以说是一个智库大国。
但当前，我国的智库发展状况与政府决策需求存
在着差距。从国内来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比较优势都与以往迥异；
从国际来看，如何在异常复杂的局势中为我国营
造一个积极的国际氛围，这些问题都亟须智库来
提供高水平的咨询意见。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意
见的出台顺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

三大亮点

问：请您谈谈意见都有哪些亮点？
答：首先，意见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我们研

究了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先进智库运行经验和
教训，在起草过程中进行吸收和借鉴。

其次，意见始终密切联系着中国国情。新型
智库的“中国特色”，首先就是把握正确的政治方
向，坚持党的领导。和美国、欧洲等智库不同，我
们的智库更多地立足于在体制内推动政策调整完
善，为公共政策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最后，意见的全面性令人印象深刻。它对智
库发展涉及的主要方面都做出了阐述，指明了改
革发展方向。

“药方”：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问：我国智库的发展目前主要面临哪些瓶
颈？意见又开出了什么“药方”？

答：总的来看，中国智库的各项制度基本参照
政府机关或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体制设立，组织
形式和管理方式与智库的有效运行尚不适应。这
说到底是一个改革问题，是体制机制的创新问题。

首先是经费保障问题。第二是经费管理制度
问题。第三是人事制度改革。

好智库＝建策＋启智＋发声

问：按照意见要求，合格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要达到什么要求？

答：智库最基本功能是服务科学决策。一个
好智库，要对决策者提出好建议；给公众准确提供
信息，启迪民智，为公共政策出台营造和谐的社会
氛围；让国际社会听到中国主流的声音，准确、正
确地评价中国，营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

问：展望未来，意见将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
建设起到什么作用？

答：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方向和目标已经
明确，需要各级智库结合单位具体情况推进改
革。未来中国智库会呈现一个多层级、多领域的
智库系统，既有综合性智库，也有专业性智库。每
个智库都需要找准定位，整体上形成一个多层次、
多领域、专业化分工、有机协调的良好格局。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
一个渐进演化过程，一方面会在短时期内迈大步
前进，但另一方面也不会一蹴而就。（据新华社电）

改革体制机制
打造国际一流新型智库
——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
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

21日，黄浦区外滩拥挤踩踏事件善
后处置工作组公布外滩拥挤踩踏事件
救助抚慰标准，遇难人员家属的救助抚
慰金确定为人民币80万元。其中，50
万为政府救助抚慰金，30万为社会帮扶
金。伤残人员的救助抚慰金额，将根据
伤员救治、伤情和伤残鉴定等具体情况
另行确定。

21日，上海市公布“12·31”外滩拥
挤踩踏事件的调查报告，就公众关心的
几大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负责人。

为何是“事件”不是“事故”？

“外滩踩踏不是生产经营活动，也不

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群众性活动，因此不
能定义为‘事故’。”调查组邀请的专家组
成员、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
长闪淳昌告诉记者，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事故通常是责任事故，是有关人员因为
违反有关规章、法规或规程而引发的。

“事故和事件的认定，与处理不处
理人没有关系。”上海市法制办副主任
刘平说，关键还是要看本身的性质，例
如政府有没有作为，是直接的责任、过
错还是间接的履行职责不够。

五大原因导致惨剧发生

调查报告指出，五大原因导致这一

事件的发生：
一是对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风险

未作评估。二是新年倒计时活动变更
信息宣传严重不到位。三是预防准备
严重缺失。四是对人员流量变化未及
时研判、预警，未发布提示。五是应对
处置不当。

调查认定，对事件发生，黄浦区政
府负有主要管理责任，黄浦公安分局负
有直接管理责任，黄浦区市政委负有管
理责任，黄浦区旅游局负有管理责任，
黄浦区外滩风景区管理办公室负有管
理责任，上海市公安局负有指导监督管
理责任。

因此事件调查报告建议，对黄浦区

区委书记周伟、区长彭崧等11名党政干
部给予处分。

20天内拿出调查报告

根据我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条例》，事故调查组应当自事故
发生之日起 60日内提交事故调查报
告，特殊情况下，这一期限还可适当延
长。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管局副局长花
克勤告诉记者，调查组不少成员每天只
睡２到３个小时，有时中饭也顾不上
吃，最终在20天内拿出了报告，“算是比
较快的”。

“为了弄清事实，调查组调取查看

了外滩区域36个监控探头拍摄的累计
70小时的视频录像，系统梳理相关法
律法规，对市级10个部门（单位）和黄
浦区政府以及区有关部门领导共51人
进行了谈话询问，并问询了96名当时
在现场的人员，包括游客、现场执勤民
警、工作人员等，详细调查了相关管理
情况，确保在事实基础上客观分析。”上
海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应急办主任
熊新光说。

截至21日 8时，上海外滩拥挤踩
踏事件伤员中已有 46人经诊治后出
院，3人继续在院治疗，其中2人为重
伤员。

（据新华社电）

上海外滩拥挤踩踏事件
救助抚慰标准确定

遇难者家属
抚慰金为80万元

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当晚黄浦区官员“吃喝门”真相追踪

2700多元的夜宵，官员没付钱
据媒体报道，外滩源演出当晚，黄浦

区部分领导就在附近的高端餐厅——空
蝉日本菜餐厅用餐。该餐厅只有四个包
间，餐标只有三档：每人1888元、2888
元、3888元，不点菜。对于公众关心的
几个焦点，官方调查结果如何呢？

焦点1：是否有官员在当晚吃喝？通
报：确认有官员在一起吃夜宵。

上海市纪委在通报中称，2014年12
月31日23时，黄浦区政府与上海广播电
视台在外滩源文化广场举行新年倒计时
活动，区领导参加。结束后，黄浦区委书
记周伟等人来到益丰外滩源商场察看跨
年活动，到了商场三楼，进入已结束营业
的空蝉餐厅（由外滩源发展有限公司投
资）吃夜宵。

焦点2：是否在高档的空蝉餐厅用
餐？通报：在空蝉用餐，但吃的是对面餐
厅提供的饮食。

通报称，周旭民让位于空蝉餐厅对
面的壹藏餐厅（同由外滩源发展有限公
司投资）提供了寿司、面条、汤圆以及饮
料、清酒。

焦点3：用餐谁买单？通报：官员没

付钱。
通报称，夜宵共消费2700余元，未

付费。此外，通报详细列举了用餐人员
名单：黄浦区委书记周伟，黄浦区委副书
记、区长彭崧，原任黄浦区委副书记、现
任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孙甘霖，黄浦区
委常委、副区长曹金喜，黄浦区委常委、
副区长吴成等人。

在 2014 年 与 2015
年交接的“跨年”之际，上
海外滩发生导致36人遇
难、49 人受伤的踩踏事
件。后续报道中，“官员
当晚在附近吃豪华餐”的
细节引发关注。官员“吃
喝门”的真相到底是什
么？此事涉及的豪华高
档餐厅是怎样的一处地
方？记者进行了追踪。

新华社上海 1月 21
日电 记者杜放、朱翃

10名干部被处分

空蝉餐厅。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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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２１日中午从上海市纪委获悉，
市纪委已公开通报对黄浦区部分干部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处理情况。

上海市纪委对黄浦区部分干部在
“外滩源附近一家高档餐厅用餐”一事进
行了调查核实。经查，黄浦区区委书记
周伟等人公款吃喝，违反了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纪检监察机关依据有关规定，

对相关人员予以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周
伟、彭崧、吴成因对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负
有相应责任，一并处理。

具体处理情况如下：
周伟，市委委员、黄浦区区委书记。

给予其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彭崧，黄浦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给

予其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孙甘霖，市社会工作党委书记。给
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吴成，黄浦区区委常委、副区长。给
予其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处分。

曹金喜，黄浦区区委常委、副区长。
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陈靖，黄浦区政府党组成员。给予
其党内警告处分。

田作庆，黄浦区区委办公室主任。
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

杨奕，黄浦区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杨国威，黄浦区区委办公室副主
任。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周旭民，外滩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