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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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地区天气预报 白天 多云，有小到中雨 夜间 多云，有小到中雨 风向风速 东到东北风转偏东风5级 温度 最高28℃ 最低25℃ 海口市空气质量：二级良，细颗粒物（PM2.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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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未年八月初二 十一秋分 2015年9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1525号 14

导读

A03版 海南新闻

3天

还有

公 告
为了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大幅度增加了各类

食品抽样检验频次。根据

有关规定，所有食品的抽

样，都必须以市场价格购

买样品，不得要求企业免

费提供样品。

如果各类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或商户遇到食品

药品监管人员以抽样检验

的名义，无偿索取食品，应

拒绝提供，并拨打12331

向我局举报。

海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5年9月6日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这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有
企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必将开启国有
企业发展的新篇章。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促进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国人民
的热切期盼。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指导意见》提
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
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
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
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决策，按照“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推进国有企
业改革，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坚定
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指导意见》共分8章30条，从改
革的总体要求到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
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化监督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党对国
有企业的领导、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
好环境条件等方面，全面提出了新时期
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指导意见》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
革，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
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增
强活力和强化监管相结合，坚持党对国
有企业的领导，坚持积极稳妥统筹推
进。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

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
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造就一大
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
秀企业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
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国有经济
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
增强。

为提高改革的针对性、监管的有效
性、考核评价的科学性，《指导意见》提

出，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
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现状和发展需要，将国有企
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并实行分类改
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
类考核，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
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有机统一。商业类国有企业按照市
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以增强国有
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公益类

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
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按照谁
出资谁分类的原则，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机构负责制定所出资企业的功能界定
和分类方案，划分并动态调整本地国有
企业功能类别。

针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制约不足的
问题，《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引入各类投
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动国有企
业改制上市，创造条件实现集团公司整
体上市。针对一些国有企业董事会形
同虚设、“一把手”说了算等问题，提出
完善治理结构的重点是推进董事会建
设，建立健全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
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一方面，切
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职权，法无授权任
何政府部门和机构不得干预；另一方
面，加强董事会内部的制衡约束。针对
一些国有企业激励约束不足、活力不够
的问题，提出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建立健全
与劳动力市场基本适应、下转A04版▶

(相关报道见A07、A08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企

经省委研究，现将拟任干部人选情况予以公示。
公示期限：2015年9月14日至18日，共5个

工作日。
联系电话：（0898）12380，65378954（传真）。
短信举报：18608912380。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69号海南

广场1号楼308室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邮编：
570203）。

举报网址：http：//12380.hainan.gov.cn。
中共海南省委组织部

2015年9月12日
（拟任干部人选情况见A02版）

海南省拟任干部人选
公 告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袁迎
蕾）省气象台监测，南海热带低压于13日下午生成，预
计强度将逐渐加强，并将于14日夜间在越南东部沿海
登陆。受该热带低压和弱冷空气共同影响，14日至17
日我省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

13日17时，省气象台发布台风四级预警。据监
测，热带低压13日下午5时在西沙永兴岛南偏西方约
13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7级，风速达到
15米每秒。

省气象台预计，该热带低压中心将以每小时10公
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可能于
24小时内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并于14日夜间在越南
东部沿海登陆。

14日-17日，海南岛东部、中部和南部地区有大
到暴雨，其中14日东南部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北部
和西部地区有中雨、局地大到暴雨。万宁、陵水、保亭、
五指山、三亚和三沙等市县过程累积雨量200-300毫
米、局地可达400毫米；文昌、琼海、屯昌、琼中、白沙、
昌江、东方和乐东等市县150-200毫米；海口、定安、
澄迈、临高和儋州等市县60-100毫米。

南海热带低压生成，今或登陆越南

今起4天
我省有大到暴雨

本报讯（记者张谯星）9月10日，省委副书记、省
委“十三五”规划建议起草小组组长李军主持召开会
议，推进省委关于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的建议编制工作。省委常委、秘书长、起草小
组副组长胡光辉出席。

前不久，省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中共海南省委关
于编制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原
则意见》，对“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
了我省“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主要
目标和重点任务。起草小组根据省委要求，在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推进规划建议的起草工作。

李军指出，“十三五”是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国际旅游岛建设总体目标的决胜时期，编制实施好
规划意义重大。要深刻领会和贯彻落实中央的最新精
神和省委省政府的一系列决策要求，科学分析宏观环
境、微观形势，加强调查研究，立足实际，突出特色，高
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地做好规划建议起草工作。要把
省委关于“十三五”规划编制的理念、思路、要求变成具
体的发展路径、重大项目，使建议接地气、可操作，为指
导全省规划编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李军主持召开专题会议

推进省委“十三五”规划
建议编制工作

■ 本报记者 杜颖 蔡倩

“高导、阿志、国利，你们把手伸出
来！”几个穿着迷彩服的壮实青年有些
腼腆，在干部黄良锐的吆喊下才伸出
了手。

2015年9月10日，文昌铺前港，
海上废弃的渔排屋里，我们就这样第
一次看到他们那一双双布满锈渍、干
茧和水泡痕迹的大手。拉过几百斤重
锚的手早已不疼了，他们的面庞蕴含
着温暖的笑，却又分明让人心触动。

就在这个夜晚，我省重点项目
——铺前大桥文昌片区海上搬迁工作
全部完成。铺前港数十年来“做海”的
渔民带着他们的渔排搬离了家园，他
们踏实而坚定地，为铺前大桥的便桥
搭建和不久后桥墩定桩让出了水路。

在海南路桥建设史上，征地拆迁
项目许许多多，但涉及征海却非常鲜

见。一场有关大桥征海的故事就在渔
排缓缓远去间上演……

征海

已于今年3月开工、建设工期为
期4年的文昌铺前大桥前期工作表单
中，有一项工作十分奇特：征海。

铺前大桥桥体部分从文昌铺前港
起建，经北港岛至海口演丰。文昌片
区的便桥、桥墩、航道、锚地，涉及水域
总面积2.33平方公里，疏浚面积1015
万立方米。105户渔民、上万个渔排
网箱、600多万斤鱼，征海的任务落在
了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的肩头上。

具有丰富征地经验的渔业局长黄
良锐自己也没想过，当有一天亲身搭
船从海上望去，渔排密布，成片成片望
不到边，要在很短时间内全部迁移，极
其艰难。他深吸了一口气。

排，往哪里去？鱼，又该怎么办？
征海工作千头万绪，但最令人感到不
安的并不是眼前密如蛛网的渔排，而
是人心。

“威马逊”超强台风重创铺前港，
渔排被损毁大半。渔民含着泪奋战一
年多，重建渔排，恢复生产。如今，刚
刚复苏又面临“搬家”，谁会愿意？此
外，饱尝民生之艰的广大渔民的生活，
更是不可不考虑的关键。

释疑

在文昌市委、市政府统筹指挥下，
市海洋渔业局与铺前镇政府调集20
余名骨干组成工作组，兵分两队，一队
负责群众思想工作，一队负责海上渔
排搬迁。

工作组登门，果然吃了“闭门羹”，
渔民不同意。

“祖祖辈辈在这里养鱼，政府凭啥
说搬就搬！这桥一建就是4年，我们
渔民要靠啥养活自己？”大家情绪激
动，但说得不无道理。

不但不同意，渔民还组织到市镇两
级政府“告状”。潘家勇是铺前养鱼大
户，被叫“片长”，他说，“家是命根子，说
什么也不能搬，除非要了我的命！”

黄良锐怎会不理解渔民的心情？
他是农民的孩子，渔业局不少参与征
海工作的职工也都是渔民家的孩子。

他召集渔民代表开了一场“听证
会”。会上，没有人客气，集中提出了4
个焦点问题：搬迁补偿标准过低怎么
解决？到底是搬迁渔排还是征收渔
排？数百万斤鱼怎么处理？搬迁后渔
民生活怎么解决？个个都是难题。

“我们近海靠海，世世代代，这不
光是你们的海，也是我们的家园！”黄
良锐， 下转A04版▶

铺前大桥征海记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陈安宇）今天，海口市龙
华区组织城管、公安、联防等部门执法
人员，出动多台大型挖拆机械，对盐灶
片区内共3000多平方米的5栋私人房
屋进行了拆除，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拆迁阶段。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拆除的房

屋都是有着几十年“房龄”的老宅，整

个拆迁过程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表
示，这5栋房屋的住户是最早签署补
偿协议的，并且在几天前就已搬离，全
力配合拆迁工作开展。

据了解，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今年5月20日正式启
动，截至 9 月 6 日，已签订协议 733
份。同时，为了更大程度让利于民，从
本月10日起，龙华区对《海口市龙华

区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
项目征收补偿安置方案》及《海口市龙
华区博义盐灶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项目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书补充奖励
办法》中的部分奖励进行大幅调整并
正式执行。

据悉，博义、盐灶、八灶片区棚改
项目共分为2期进行，其中1期为博
义、盐灶片区改造；2期为八灶片区改

造。整个片区改造投资总额达60亿
元。改造完成后，博义、盐灶、八灶片
区将被打造成“海口市核心商务圈中，
融合滨海城市风貌、休闲商业、高尚居
住于一体，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完善的
精品社区”。下一步，龙华区将力争在
2个月内完成博义盐灶片区征收总任
务量的80%，同时开始向八灶片区发
布征求意见。

海口博义盐灶片区棚改项目开拆
力争2个月内完成征收总任务量的80%

9月10日，在文昌市铺前镇，工作组成员正在帮助渔民进行海上搬迁，为铺前大桥建设“让道”。 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黄兹志 摄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省政府办公
厅近日印发《海南省推进文化创意和设
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实施方案
（2015-2020年）》（下称《方案》）。《方
案》透露，我省将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全
省服务业的支柱性产业，着力推进文化
创意和设计服务与制造业、信息业、建
筑业、旅游业、农业和体育产业等的深
度融合。对经省政府认定的省级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在建成三年内给予行政
规费减免。

近年来，我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
迅速，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06年的19
亿元到2014年超过100亿元，增长了4
倍以上。然而，文化产业特别是创意设
计类产业基础薄弱、与相关产业融合不
足等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方案》明确提出七大重点任务，分
别是：提升文化产业的创意水平和整体
实力。鼓励根据我省文化特色推出原
创文化产品和服务，利用好省歌舞团、省
民族歌舞团、省琼剧院等机构的现有资

源，鼓励跨界资源整合等；促进文化创意
和设计服务与装备制造业、消费品工业
对接；加快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推
动文化建设对国际旅游岛人居环境的
提升，加强对抢救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
和自然遗产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和传统村落的保护；提升旅游发展文化
内涵；挖掘休闲农业和热带特色农业发
展潜力；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空间，促进竞
猜型体育彩票和大型国际赛事即开型
体育彩票等体育衍生品设计开发。

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服务业支柱
我省对省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建成三年内减免行政规费

■ 袁锋

从今年开始，我省将风貌管控
落实情况纳入农村危房改造绩效
考核，各市县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发
放进度可与风貌管控相结合。（见
本报9月12日A01版）

将风貌管控纳入危改绩效考
核，就是将指挥棒指向加强危改
特色风貌建设，让农房美起来、靓
起 来 ，而 且 体 现 出 海 南 本 土 特
色。只要到农村看一看就会发
现，不少地方在危改或农民自建
房屋时，规划、设计、建造水平不
高，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建起的
新房外观丑陋呆板，功能乏善可
陈，被戏称为“火柴盒”、“麻将
条”。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
美丽乡村，就要坚决扭转这种放
任自流的状况，对农房风貌进行
全面管控和引导。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呼唤高
水平的村镇特色风貌。各地既需
要引导村镇建设独特的房屋建筑
立面造型、色彩、风格，打造具有地
方特色的建筑风貌，又需要注重提
升建筑功能、布局等，并将抗震设
防等要求融入其中。

农房风貌
需要管控引导

商业类 商业类国有企业按照市场化要求
实行商业化运作，以增强国有经济活
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
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

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
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
目标。

公益类

分类标准

按照谁出资谁分类的原
则，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负
责制定所出资企业的功能界
定和分类方案，划分并动态调
整本地国有企业功能类别。

国
有
企
业
分
类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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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破获涉20余省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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