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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钱春弦）为建立
文明旅游长效工作机制，国家旅游局依法制订的《游客
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即日施行，全国游客不
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工作同时开展。

记者6日从国家旅游局获悉，省级旅游主管部门
建立本行政区域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国务院旅游
主管部门建立全国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省级游客不
文明行为记录信息由下级旅游主管部门报送或通过媒
体报道和社会举报等渠道采集。全国游客不文明行为
记录信息由省级旅游主管部门报送或通过媒体报道和
社会举报等渠道采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保存
期限为一至两年，期限自信息核实之日算起。

根据办法，游客不文明行为指旅游活动中因扰乱
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其他公共交通工
具秩序，破坏公共环境卫生、公共设施，违反旅游目的
地社会风俗、民族生活习惯，损毁、破坏旅游目的地文
物古迹，参与赌博、色情活动等而受到行政处罚、法院
判决承担责任，或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行为。游
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形成后，旅游主管部门要通报游客
本人，提示其采取补救措施，挽回不良影响，必要时向
公安、海关、边检、交通、人民银行征信机构通报。

办法指出，被记入不文明行为记录的游客，可以向
做出记录的旅游主管部门提交异议申请，一般由当事
人提出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旅游主管部门收到申请
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做出答复。经审查认
为异议成立的，应当予以纠正。异议处理期间，不影响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的管理。国家工作人员故意提供
错误信息，或篡改、损毁、非法使用游客不文明行为记
录信息的，按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分；
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
正式施行

游客6种不文明行为
纳入诚信监管

据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日前，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
金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规
定，从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

《办法》明确，职业年金所需费用
由单位和工作人员个人共同承担。单
位缴纳职业年金费用的比例为本单位
工资总额的８％，个人缴费比例为本

人缴费工资的４％，由单位代扣。
《办法》规定，职业年金强制建立，

发挥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补
充作用；适用范围和缴费基数均与基
本养老保险的相关规定一致，切实维
护制度统一；实行单位和个人共同缴
费，采取个人账户方式管理；个人账户
资金随同工作变动转移，促进人员的
合理流动；根据本人退休时的个人账

户储存额确定待遇水平，缴费与待遇
挂钩；社保经办机构负责职业年金的
经办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职
业年金基金实行市场化投资运营，实
现保值增值；政府部门加强监管，确保
资金安全。

《办法》还对职业年金的领取条件
和监督检查作出了规定。

(相关报道见B01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

职业年金个人缴费比例为４％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袁迎蕾
郭冬艳）省气象台预计，本周前期全岛高温天气缓解，
天气晴好；中、后期受冷空气影响，本岛多阵雨天气，最
高气温下降明显。

4月7日白天，全岛天气晴好，气温较高，最高气温
西北部地区33～36℃，其余地区31～34℃，最低气温
全岛20～24℃。7日夜间～12日，受弱冷空气影响，
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西部和南部
地区多云；最高气温逐日下降，12日北部、中部和东部
地区将降至23～26℃，西部和南部地区27～30℃，最
低气温全岛18～21℃。

海区方面，7日夜间～8日和11日～12日，各预报
海区风力5～6级、阵风7级，其余时段各预报海区风
力5级、阵风6级。

本周2天晴好5天阵雨

最高气温逐日下降

4月5日，游人在鲜花盛开的田野上骑行观光。当天是清明节，琼海不少市民和
游人纷纷来到龙寿洋国家农业公园踏青，感受田园春色。

特约记者 蒙钟德 摄
清明踏青赏春忙

本报三亚4月 6日电 （记者黄媛
艳）清明小长假，正值春花绽放期，踏青
出游是很多市民和游客的选择。国内知
名在线旅游商——去哪儿网的数据显
示，今年清明小长假，省内“踏青游”以及
短途“清肺游”等路线备受游客青睐，三
亚位列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前三名。

今年清明小长假正值周末，许多
岛内居民在完成清明祭祀之余，往往
选择携家出游，感受春光。4月正值旅
游淡旺季的过渡期，今年由于春节时
间较晚，大部分游客节前出游，导致三
亚旅游淡季较往年提前。为开拓清明
小长假的岛内市场，许多三亚的涉旅
商家纷纷针对本省居民推出度假优惠
计划。

去哪儿网监测数据显示，丽江、三
亚、桂林、厦门、九寨沟、北京、凤凰、张
家界、黄山、婺源位列清明小长假国内
热门旅游目的地前十名。南山文化旅
游区、亚龙湾、蜈支洲岛、天涯海角等热
门景区门票销售数飙升，成为游客喜爱
和受到好评的景点。清明小长假期间，
仅南山日均游客入园量就已近万人次。

清明小长假期间

三亚位列国内热门
旅游目的地第二名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张谯
星 见习记者罗清锐 通讯员王小龙）
记者今天从海南廉政网获悉，东方市
日前通报了2014年度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考核情况，16家单位因考核材
料造假被通报批评。

据了解，东方市将此次考核工作
列入“不干事、不担事”专项整治内容
之一，重在纠查材料造假、不部署、没

安排等行为。通过采取查阅资料汇
编、对照单位会议记录、个别班子成
员笔记、实地查看等方式，考核组认
真对照检查69个单位对党风廉政建
设“两个责任”的平时工作部署和落
实情况。

考核组发现，该市总工会、司法
局、城镇综合执法局、东方工业园区、
教育局、交通局、商务局、发改委、旅游

委、文体局、科技局、人社局、农业局、
工信局、海洋与渔业局、民政局等16
家单位在平时不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迎考”时临时“抱佛脚”，编造、增
补会议记录应付考核。此外，还有1
家单位没有按照考核方案要求准备相
关材料，1家单位党风廉政建设部署不
到位。

东方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考核报告已下发至全市各单位，公
布了各单位综合得分和排名情况，
并针对考核纠出的 266 个问题，梳
理成存在问题统计表反馈给各单
位，要求认真分析问题存在根源，制
定整改措施，抓好整改落实。东方
市纪委负责人将对综合得分不超过
80 分的被考核单位主要负责人进
行约谈。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材料造假

东方16家单位被通报批评

■ 陈实

东方市铁腕执纪，对16家平时
不注重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考核
中造假的单位通报批评，给弄虚作
假者当头一棒。

日常疏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已经坏了纪律、破了规矩；检查时走
过场、搞形式、求虚功，更是欺上瞒
下、错上加错。这种“平时庸懒散，
汇报假大空”的行为，不仅影响了工
作，贻误了事业，也破坏了党风政
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对
这样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风，必
须毫不手软、严加打击。

这件事也给我们提了醒：只有
通过实打实、硬碰硬的检查，才能让
弄虚作假者无处遁形。过去，一些
单位和党员干部之所以胆敢弄虚作
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工作
方式上重汇报、轻核查，过分相信上
报材料。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强
化检查、从严问责，让心存侥幸者无
法蒙混过关。如此，才能让党风廉
政建设真正落到实处。

让弄虚作假者
无处遁形

本报海口4月6日讯 （记者梁振
君）基础设施完善之日，便是海南经济
腾飞之时。省发改委披露的信息显示，
今年我省将安排基础设施项目83个，总
投资达2111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432亿元。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顺利推
进，有助于填补海南基础设施“短板”，
更好地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针对海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整体
滞后的实际，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力度。相关研究显示，基础设
施每投资1元，可以拉动相关产业投入
7元。以总投资约200亿元的东环铁
路为例，仅在4年建设期间，每年就给
海南带来直接相关投资350亿元，这还
不包括服务业发展、就业增加等间接拉
动。近年来，我省紧盯以十大工程为重

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构建现代化的
交通、能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体
系，精心谋划和推进西环高铁、红岭灌
区、博鳌机场、跨海联网二期、琼州海峡
跨海通道工程、“田”字型高速公路网
络、新建三亚机场等中长期重大项目，
加快前期工作进度和施工建设力度，使
海南基础设施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善。

2015年，我省安排的83个基础设
施项目全部是省重点项目，到2014年

底，这些项目累计完成投资630亿元。
其中，结转项目主要有：西环高铁、海口
美兰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博鳌机场、琼
中至五指山至乐东高速公路、文昌至琼
海高速公路、乐东滨海大道工程、铺前
大桥、昌江核电、琼中抽水蓄能电站、西
南部电厂、先行区道路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海南电网输变电工程等。

新增项目主要有：文昌昌洒至铺前
滨海旅游公路、海事码头建设工程、海

南移动基础设施工程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省安排

的83个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交通
基础设施项目，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服
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而实
施。新常态下，海南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构筑立体交通基础设施体系的节
奏以加速度状态开跑。

未来几年，海南将建设文昌至琼
海、万宁至儋州至洋浦、琼中至五指山

至乐东高速公路，着力构建“田”字型高
速公路主骨架，织起贯通全岛、连接岛
内外的立体交通网，使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突破1000公里。届时，海南将构建

“两小时交通圈”，市县城（镇）之间有望
两个多小时内到达。“一铁三线”（西环
高铁和三条高速公路）是未来数年海南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

此外，项目总投资为145亿元的美
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进展顺利，工程将
按满足2020年旅客吞吐量3000万人
次、货邮吞吐量30万吨目标设计。博
鳌机场、三亚凤凰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
等重大项目也在顺利推进。一个有效
支撑海南发展、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的国际旅游岛，其基础设施将
日臻完善。

更好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我省今年安排基础设施项目83个

本报海口4月6日讯（记者单憬
岗 通讯员王媛）“我们企业在发展过
程中得到政府的技改资金、科研项目
资金的资助，今年生产和销售都出现
一个比较大的增长。”海南皇隆制药
公司负责人魏立光对海口国家级高
新区管委会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
深有感触。

近年来，高新区深入实施科技自
主创新战略，努力搭建技术交流平台，
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全面提升园区科
技创新能力。高新区现有45家高新
技术企业，创造产值占园区的26%以
上，对园区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0%以
上，今年一季度全区实现税收8亿元，
同比增长16%。

在海口高新区药谷科技园区，留
美博士诸弘刚和徐国杰带领的团队，
正在对最新研发的抗高血压缓释药剂
做实验室分析，这是他们回海南创业
以来的第一个研发项目。在新企业创
新驱动发挥增长力的同时，药谷老牌
药企齐鲁制药、先声制药等企业的研
发能力也在不断加强，产品今年不断
扩大中国香港、欧美等出口地区的销
售量，实现第一季度产值和销售双丰
收。今年一季度，海口国家高新区新
增注册企业20家，目前工商注册总数
达到470家，园区影响力不断加大。

今年，海口国家高新区计划开工
14个产业项目，总投资额超百亿元，
目前园区管委会按照省市有关“一个

项目，一个分管领导、一个责任单位、
一套工作班子、一个倒排工期计划、
一竿子插到底的“六个一”管理模式，
针对每一个项目分别成立了项目协
调服务小组，明确责任，扎实推动项
目建设。

“高新区在税收、财政、申请国家
补助上提供帮助，还有提供办公场所，
对我们的发展都是很有利的。”海南伊
万诺智能照明公司负责人杨文庆说。
海南伊万诺智能照明公司去年9月进
入创业孵化中心后，高新区鼓励企业
参与药谷二期、美安新城基础设施建
设投标，并给予政策扶持。如今，这家
公司的产品正在申请专利。目前，高
新区像这样具有潜力的科技型中小企

业有20多家，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
海洋经济、电子商务等领域。

高新区经发局局长李雄说，通过
这些有利的政策给科研人员、小微企
业创造了一个更好、更大的发展空间，
将来它们具备条件以后就能够产生更
大的效益。近年来，海口针对医药企
业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通过税收奖
励、资金扶持等方式推进医药企业创
新发展。皇隆制药就是利用政府扶
持资金升级改造了传统生产设备，增
加了药品的生产种类。高新区还注
重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日前，
11位特殊人才从留学归国人员创业
园毕业，为高新区的长远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

高新技术企业对园区经济增长贡献率达80%以上

创新驱动海口高新区快速发展

83个基础设施

项目

总投资

2111亿元

截至2014年底，
累计完成630亿元

2015年计划完成432亿元

B03版 世界新闻

B02版 中国新闻

想买几平方米都可以，
一块墓地动辄花费上百万元

谁在消费超标“豪华墓”？

我撤离最后一批
在也门中国公民
中国驻也门大使馆、驻亚丁总领馆
暂时关闭

4月7日夜间～12日

23-26℃

4月12日

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多云间阴有阵雨
西部和南部地区

多 云

27-30℃
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 西部和南部地区

我省出台意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新建主次干道
应设自行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