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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赵晓辉 许晟）
继去年10月机构投资者和沪港通个人投资者率先解
禁之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12日发布通知，
明确自2015年4月13日起A股市场全面放开“一人
一户”限制。

这意味着，自13日起，自然人与机构投资者均可
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开立多个A股账户和封闭式基金
账户，上限为20户。也就是说，现在只能在一家证券
公司拥有一个证券账户的股民，将最多可以在20家证
券公司开设20个账户。

值得注意的是，单一投资者的账户无论有多少个，
都只有一个统一的入口——一码通。去年“十一”期
间，中国结算的统一账户平台上线，正式启用了一码通
账户，每个投资者只有一个一码通账户，在此之下可以
开设多个账户操作。

据介绍，为避免开户技术系统的资源浪费，中国结
算将在统一账户平台中为单一投资者设置合理开户数
的上限，并要求各开户代理机构严格根据投资者本人
意愿为其办理开户业务，引导投资者理性开户，严禁使
用违规营销等不正当竞争手段，诱导没有实际需求的
投资者开立多户。

(相关报道见A06版)

今起每人可开
20个证券账户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中国政
府网12日消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
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案
已获国务院批复同意。

《国务院关于同意国家开发银行深
化改革方案的批复》明确，国家开发银
行要坚持开发性金融机构定位。适应
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充分利用服务
国家战略、依托信用支持、市场运作、保
本微利的优势，进一步完善开发性金融
运作模式，积极发挥在稳增长、调结构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大对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通过深化改革，
合理界定业务范围，不断完善组织架构

和治理结构，明确资金来源支持政策，
合理补充资本金，强化资本约束机制，
加强内部管控和外部监管，将国家开发
银行建设成为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
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资产优良
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进出口银行
改革实施总体方案的批复》要求，中国进
出口银行改革要强化政策性职能定位。
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合理界定业务
范围，明确风险补偿机制，提升资本实力，
建立资本充足率约束机制，强化内部管控
和外部监管，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和决策
机制，把中国进出口银行建设成为定位明

确、业务清晰、功能突出、资本充足、治理
规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良好、具
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政策性银行，充分发
挥在稳增长、调结构、支持外贸发展、实施

“走出去”战略中的功能和作用。
《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改革实施总体方案的批复》明确，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改革要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
主体。通过对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
实施分账管理、分类核算，明确责任和风
险补偿机制，确立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
约束机制，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和决策
机制，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设成为具
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业政策性银行。

三家政策性银行改革方案获批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省政府办
公厅近日印发的《海南博鳌乐城国际
医疗旅游先行区医疗产业发展规划纲
要（2015-2024年）》（下称《纲要》）的
通知透露，我省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
间，将先行区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医疗
旅游目的地和医疗高端人才聚集区，
打造成健康领域国际交流平台。产业
规模500亿元以上。

为实现发展总体目标，先行区建
设拟分三步：第一步，3年内完成为先
行区所必须的设计规划和基础设施建
设，并开始招商引资、建设医疗机构。

第二步，4到6年内完成大多数医
疗机构建设，开始医疗活动，着手打造
若干个优质专科中心。这些专科中心
将通过招商，以灵活的方式与国内外
有相当影响力的医疗服务机构和专家

建立和保持合作关系，吸引全球范围
的优质医疗专科资源。力争到2019
年前后，来先行区的医疗旅游人数占
全省旅游过夜人数5%以上，产业增加
值占全省旅游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10%以上。

第三步，7 到 10 年内成为硬件
设施、服务水平一流、服务理念国际
化的国际医疗旅游示范基地。来先

行区的医疗旅游人数应占全省旅游
过夜人数 10%以上，产业增加值占
全省旅游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20%以上。

先行区产业重点发展领域主要包
括：特许医疗、健康管理、照护康复、医
学美容和抗衰老等，形成为游客提供
体检、健康管理、医疗服务、康复、养生
（护）等完整的医疗产业链。

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有了发展蓝图
用10年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和医疗高端人才聚集区

本报文城4月12日电（记者杜颖
陈蔚林 实习生陈林 通讯员刘瑾）经过
2年多的精心筹备，备受关注的西沙珊
瑚岛一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发掘、金银
岛一号沉船遗址水下考古调查拉开帷
幕。西沙群岛2015年度水下考古工作
启动仪式今天下午在文昌清澜港举行，
此次水下考古既是国家文物局2015年
重点水下考古项目，也是我省继2008
年华光礁一号沉船打捞之后在南海水
下考古领域中的又一次重大迈步。

西沙群岛2015年度水下考古由省
文体厅、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三沙市人民政府共同组织实施，
考古作业范围为永乐环礁海域。经过
三方的紧密配合和充分准备，今天下
午，由25名队员组成的西沙群岛水下
考古工作队搭乘以“中国考古01”号为
母船的船队从文昌清澜港出发，将进行
为期45天的考古发掘。

我国先民自古以来在南海从事生
产生活活动，西沙群岛是著名的“海上

丝绸之路”航线必经之地，遗留下大量
的历朝历代的水下文化遗产。根据考
古队前期摸底调查统计，珊瑚岛一号
沉船遗址和金银岛一号沉船遗址遗留
有大量清代中期石质建筑构件与石雕
件，从已经掌握的材料推测，应当是当
时移居海外的先民，为在移居地修建
房舍、祠堂、庙宇等而在国内订制的建
筑材料，由于运送船只失事而遗留在该
海域。珊瑚岛一号沉船遗址分布面积
约100米×200米，水深2米至7米，距

珊瑚岛距离约2000米。金银岛一号沉
船遗址分布面积约150米×300米，水
深3米至9米，距金银岛距离约2500米。

此次启航，排水量900吨的“中国
考古01”号考古船首次亮相文昌清澜
港，作为我国第一艘专业考古船，此次
西沙考古也是其远海的首次航行。此
外，船队还配备了4艘辅助船舶参加
考古工作，也是海南历年水下考古工
作力量最强大的一次。

(相关报道见A03版)

西沙2015年水下考古正式启航
西沙珊瑚岛金银岛沉船遗址开始考古发掘“中国考古01”号首航南海

■ 本报编辑部

那里弥漫着泥土的气息，那里散发
着瓜菜的芳香，那里也凝聚着成千上万
人的乡愁……

560万农民，海南六成的人口。进
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这
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省
委省政府更关切，让社会、让老百姓更
关心。

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不能
掉队。在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进
程中，不能没有老乡们的精彩画笔。

那片令人魂牵梦萦的田野，那些让
人牵肠挂肚的乡亲，需要怎样的牵引力
和助推力，才能和全省一道同步走向全
面小康？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海南抓
住新常态中的新机遇，绘出“三农”发展
蓝图，激发农民的首创精神，探索出了
精彩的农村奔小康之路。

春·计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是中国农民数
千年来的经验总结。海南全面小康的
谋划、海南“三农”的谋划，也都是从春
天开始。

2013 年 4 月，春风吹拂琼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指出，小康不小
康，关键看老乡，如果不把农村建设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要被拖后腿。他
要求海南要把热带特色农业发展成为
优势产业和海南经济的一张王牌。

总书记的话，切中肯綮。省内城乡
对比，海南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城镇居民
的40%；与全国相比，海南虽然占据着土
壤优良的地利和独特热带气候的天时，但
海南农民收入还是拖了全国的后腿。

正如省委书记罗保铭所说，我们守
着这么好的自然资源，但农民的收入始
终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大家要反思、
要发奋。

反思之后，是深入谋划。习总书记

视察海南100多天后，省委六届四次全
会召开，根据总书记的指示，海南重新
审视海南“三农”的优势与不足，提出加
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
化，推动传统农业向标准化、品牌化、产
业化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此后，每一年的春天，海南都要总
结经验、谋划“三农”——

2014年1月，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要着力在农业的组织化生产、集约

化运作、现代化经营上抓出成效，推进
新型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

2015年2月，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强
调，在放大热带特色上做文章，在推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上做文章，在促进农业
与其它产业融合发展上做文章，在增强
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上做文章，在用好两
个市场两种资源上做文章。

春之谋划，指引着海南“三农”前进！
下转A04版▶

带着老乡一起奔小康
——写在海南农村奔小康样本调查系列报道开始之际

本报海口4月12日讯 （记者李
佳飞 通讯员王亚琴）记者今天从海
口市市政市容委获悉，为保持打违
高压态势，海口在全省率先将违法

建筑数据“上图入库”，布下天上有航
拍、地下有巡查、网上有监控的“天罗
地网”。2013年9月至今，累计拆除
各类违法建筑344万余平方米，建立
了违法建筑防控常态化工作机制。

为摸清违建情况，明晰违建底数，
海口相关部门先后组织人员对区域内

的违法建筑进行了三轮核查，搭建违
法建筑综合整治监控信息系统，叠加
了海口市城市总体规划图和卫星影像
图等图像信息，在全省率先将违法建
筑数据“上图入库”，可以清晰地查到
每宗违法建筑的用地性质、违法性质
以及使用性质等基本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在防控和查处违
法建筑工作的同时，海口本着和谐拆
违、拆违不拆产业的原则，为保护农村
产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策划利用
农村经济社集体留用地，采取土地入
股合作的模式，建设了一批上规模、上
档次的农村集体产业。 下转A03版▶

海口建立违法建筑管控常态化工作机制

违建时刻盯 拆违保民生

本报海口4月12日讯（记者周元）博鳌亚洲论坛
秘书长周文重近日致信海南省政府，对海南各有关单
位为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所做的艰苦努力和鼎
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信中说，本届年会为期4天，77场正式讨论和数百
场双边、多边会见以及酒会、私人派对，为命运共同体
意识的建立打下了重要基础。参与人员层次高、规模
大，也使会议组织及海南博鳌当地住宿、交通、接待和
安保工作变得十分艰巨。海南省政府发动各相关部门
及众多志愿者全力以赴，开展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
并与论坛秘书处就准备和接待工作各个环节精诚合
作，为本届年会的成功召开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作出了
卓越的贡献。

信中表示，博鳌亚洲论坛十多年来的发展一直有
赖于东道主海南省人民政府及所属各部门的宝贵支
持。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殷切地期待与海南省继续合
作，共创辉煌。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
致信感谢海南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通讯员陈泉
治）为推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为
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找得着、用得起、有
保障”的优质服务，我省积极构建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计划到
2016年底，统筹建设1个省枢纽服务平
台、8个行业窗口服务平台，以及8个市
县综合窗口服务平台。

据介绍，省工信厅将按照“政府
引导、社会服务参与，统筹调配、资源
优化利用，市场化运作、机构协调发
展”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小企业“在线
服务超市”，最终实现互联互通，形成
具有人才培训、融资、信息、管理咨
询、创业辅导、技术创新、检验检测，
市场开拓等服务功能的中小企业公
共服务网络。

平台网络项目建成后，省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枢纽平台联通的窗口平台达
到16个以上，服务机构50家以上，具有
八大类30项以上的服务功能，覆盖全省
所有的行政区域，年可开展对接服务
200场次，服务中小企业1万家（次）以
上，受理在线和呼叫服务5000人次以
上。建成后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网络，将成为我省中小企业的“在线服
务超市”。

我省构建中小企业
“在线服务超市”
具有八大类30项以上服务功能

4月12日清晨，霏霏细雨
中，参加“益骑中国海口车友
嘉年华”的2000名全国各地
车友从海口骑楼老街出发，
开始环绕海口的骑行挑战活
动。当天，他们分别完成75
公里、125公里和200公里的
骑行挑战。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相关报道见A08版）

椰城美
骑行乐

■ 饶思锐

琼中“非遗”传承人王进明自幼
受黎族歌舞熏陶，自掏腰包学习黎
族歌舞，并积极创作反映时代变化
的歌曲，不遗余力传承黎苗歌舞（见
今日A03版），在他身上体现出了
少数民族群众强烈的文化自信和高
度的文化自觉。这种自信、自觉正
是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的
不竭动力所在。

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
充分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让少数
民族群众感受到本民族文化的魅力
所在，真正激发他们的文化主人意
识和文化自信，继而才能增强他们
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同
时，也要善于将文化旅游资源转化
为文化旅游优势，将民族传统文化
与旅游发展有机结合，通过市场化
展演的方式，展示民族文化的内涵
和魅力，增强少数民族群众文化自
觉的内生动力。

当然，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也离不开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
同保护，如推动民族文化进校园，保
护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
促进民族文化与时俱进等等。只有
在传承中保护、在发展中保护，民族
文化传承才能更加久远。

民族文化传承
需要更多自信自觉

海南农村奔小康
样本调查

美古首脑
50年来首会晤
双方就复交进程、现有互利合作
以及关系正常化步骤等交换了意见

今年中考海口4所重点高中
按40%招“指标到校生”

“指标到校生”
将严查户籍学籍

B02/04版 海南周刊

A07版 世界新闻

短短几年时间，从一个贫困山村成为“最美中国乡村”

琼中什寒村的“醉美”变迁
(A02版)

王国兴逝世四十周年特别报道

儿子眼中的王国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