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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郑舒凡 通讯员杨智鑫）
瑞士时间7月27日，海航集团宣布
完成对 Gategroup 的公开要约收
购。在要约收购期内，海航集团累
计收购 Gategroup 股份 25741664
股，对应为96.1%的股权（成功率）。
在交割完成后，海航集团将依据瑞
士交易所上市规则提交Gategroup
的摘牌申请。

据悉，今年5月20日，海航集团
旗下的海航航空（香港）航空配餐控
股有限公司发布了要约收购说明
书，公开要约收购所有公开持有的
Gategroup 股 份 。 要 约 收 购 的
Gategroup股权将在2016年第3季
度末到第4季度初完成交割。

Gategroup是全球领先的航空
餐饮服务供应商，公司总部位于瑞士
苏黎世，现在33个国家设有约160

个服务点，员工总人数约2.8万人。
2015年，Gategroup营业收入约为
30亿瑞郎。

此次成功收购Gategroup将有
利于海航加强在全球航空配餐领域
的业务布局，实现海航集团与Gat-
egroup 深层次的资源优化配置。
未来，海航将借助自身资源支持
Gategroup开拓亚太市场，实现多
方共赢。

海航收购全球领先航空配餐公司
将持有Gategroup96.1%股权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记者梅常伟）国防
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28日说，中俄两国海军将于9
月在南海相关海空域举行代号为“海上联合－
2016”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两军的例行性演习，
旨在巩固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两
军务实友好合作，增强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
威胁的能力。

中俄海军将于9月
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张谯星）全省国有林
场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今天上午召开。省委副书
记、省国有林场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李军强调，要以国有
林场改革为契机，切实加强海南森林生态系统建设保
护工作。副省长、领导小组副组长何西庆主持会议。

据悉，我省有37个国有林场，管理林地占全省
的20.7%，公益林占全省的45.1%，天然林占全省的
53%，且集中分布在大江大河源头、主要水库周围、
沿海风沙前线等重点生态脆弱区和敏感地区。为解
决我省国有林场在体制机制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更好地提升其保护森林生态的功能，省委省政府
贯彻中央精神，制定了《海南省国有林场改革实施方
案》，明确了我省国有林场改革的总体要求、目标任
务和具体措施。

李军在讲话中指出，海南是个岛屿省份，森林在
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调节气候、防风固岸等方面有
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国有林场是海南保护森林资源
的主阵地、主力军，各市县、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快
国有林场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下转A03版▶

李军在全省国有林场改革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以国有林场改革为契机
加强森林生态系统建设保护

新华社唐山7月28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
建设40年之际，来到河北唐山市，就
实施“十三五”规划、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加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进行
调研考察。他强调，同自然灾害抗争
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要更
加自觉地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正
确处理防灾减灾救灾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关系，不断从抵御各种自然灾害
的实践中总结经验，落实责任、完善
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提高全民
防灾抗灾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

四十载励精图治，新唐山勃发英

姿。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
生7.8级强烈地震，造成24万人遇
难、16万人重伤，百年工业城市瞬间
被夷为平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全国最大的一次灾难，给唐山人民生
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今天的唐山，
是在当年大地震废墟上崛起的一座
现代化新兴城市。

28日上午，习近平一到唐山，即
在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省长张庆伟
陪同下前往唐山地震遗址公园，向唐
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
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
鞠躬。他强调，这次来唐山，主要是
看一看这座英雄的城市，看一看这里
英雄的人民。40年前的大地震虽然

摧毁了一个城市，但没有摧毁唐山人
民和全国军民的坚强意志。在党中
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
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
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在中华
民族奋斗史上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
的壮丽诗篇。在同地震灾害斗争的
过程中，唐山人民铸就了公而忘私、
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
震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
体现。我们今天要继续弘扬抗震精
神，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之后，习近平前往唐山市截瘫疗
养院。他在康复室看望正在做康复

训练的截瘫伤员，一一了解他们的伤
情和康复治疗情况，问他们还有什么
困难，祝他们健康长寿。在疗养病
室，他同因地震伤害截瘫的杨玉芳、
高志宏夫妇亲切交谈。得知他们长
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和工作，努力
融入社会、自食其力，习近平很高
兴。夫妇俩向总书记赠送自己新近
出版的小说和诗歌集，并即兴朗诵了
一首歌颂解放军当年抗震救灾英勇
事迹的诗歌，习近平称赞他们乐观上
进、事迹感人，用行动诠释了生命的
价值和意义。活动室内，10多位截
瘫伤员正在开展文娱活动，习近平来
到他们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并欣
赏了二胡伴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习近平勉励他们说，健全人可以活出
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
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
追求健康，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
彩人生。习近平指出，大爱无疆，医
者仁心，医护人员要树立把伤残人当
亲人的思想，为伤残人提供周到细致
的服务。

离开截瘫疗养院，习近平又来到
唐山市规划展览馆，参观唐山抗震
40周年成就展，了解唐山努力建成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
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
重要支点的举措和成效。他指出，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
等国家战略的实施， 下转A03版▶

习近平在河北唐山市考察时强调

落实责任完善体系整合资源统筹力量
全面提高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金
昌波 实习生蒙琦 通讯员姚嘉 王
儒梅）今天上午，省委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召开动员部署会，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讲话
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深
化政治巡视部署要求，对六届省委
第十三轮巡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
实行巡视监督和派驻监督相结合，
将派出16个巡视组对三沙市和49
个省直单位开展巡视。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马勇霞主持会
议并作动员讲话。省委常委、组织
部长、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

长李秀领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
视工作的重要讲话和王岐山书记在
中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的重要讲
话，宣布六届省委第十三轮巡视任
务分工和授权任职的决定。

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中央巡
视工作方针，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强学习，用中央
最新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坚
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久久为
功，为海南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突
出贡献。

会议强调，要认真总结巡视工
作实践经验，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

发展。六届省委前12轮巡视，省委
领导坚强有力，巡视质量不断提高，
巡视整改富有成效，巡视工作日趋
规范，部门联动格局形成。2012年
以来，六届省委共开展了 12轮巡
视，发现问题线索1903件。根据巡
视移交的线索，各级纪检和政法机
关立案377件440人，其中省纪委
立案51件51人，形成强大震慑，净
化了我省政治生态。

会议要求，要坚定不移深化政
治巡视，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巡视全
覆盖。要探索“驻巡结合”模式，借
助省纪委派驻监督力量开展本轮巡
视工作，发挥强大监督合力。要突

出政治巡视，重点巡视党组织的领
导核心作用情况，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贯彻
情况，机关和基层党建工作情况，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
实情况，选人用人情况，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整治“庸
懒散奢贪”情况等六个方面。要紧
盯“关键少数”，重点盯住被巡视党
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强力推动整
改，善用巡视成果，对敷衍整改、落
实责任不力的，严格按照《中国共产
党问责条例》，抓住典型、严肃问
责。要狠抓巡视队伍建设，守纪律
明规矩， 下转A03版▶

双剑合璧、驻巡结合，决战决胜巡视全覆盖

六届省委第十三轮巡视将对50个单位开展巡视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许春媚 特约记者
梁崇平 实习生李梦瑶）“水岸阳光A小区侯吉便利
店门口有一堆垃圾，请过来处理一下。”今天下午，海
口市美兰区海甸城管中队队员王文辉巡查到海甸二
东路发现问题后，拿出手机，拍照记录，点开“美兰双
创”APP上传图片发出问题单件。10分钟后，负责
该地段的保洁员符雪婷赶到现场，迅速将垃圾处理
干净，并将处理结果拍照上传。

短短10分钟，不同的两个职能部门迅速衔接联
动，解决了美兰区日常开展“双创”工作中的一宗问
题。这是海口市美兰区今天正式启用的“双创”管理
与联动工作平台在发挥效用。

据了解，“双创”管理与联动工作平台系统分为
手机使用端和电脑管理端，主要有发现问题、及时上
报，接收问题、快速处理，指挥调度、联动自如，高效查
询、科学管理四大功能。同时，通过该系统可以实现
随时指挥、调度、管理、联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启用“双创”管理与联动工作平台

海口美兰区
用“智慧”管理城市

今日论语

本报北京7月28日电（记者彭
青林）今天下午，省长刘赐贵在京会
见了新浪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曹国伟一行。

刘赐贵对新浪集团积极参与海
南互联网产业发展，支持服务国际
旅游岛建设表示感谢。他表示，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产业发
展，将其纳入海南重点培育的产业，
在六类园区布局中大力推动海南生
态软件园等信息产业园区发展，出
台了针对性强的产业支持政策，将

“光网”纳入“五网”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4G网络和光纤全省覆盖，推动
各高校对接产业需求培养高素质人
才，并为人才集聚海南营造良好的
环境，产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去年以来，互联网产业营业收
入、企业主体和注册资本金持续大
幅增长，实现健康快速发展。

刘赐贵指出，海南良好的生态
环境十分有利于创新创意迸发，有利
于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希望新浪在
内的互联网龙头企业以前瞻的战略

眼光加大在琼发展力度，在发挥海南
优势中不断发现发展机遇，带动越来
越多互联网企业在海南集聚发展。
各级政府将提供优质服务，在园区中
最大限度简化行政审批和提供政策
支持，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配套措
施，大力引进和培养人才，推动投资
发展环境不断改善，为互联网产业发
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

曹国伟介绍了新浪在琼发展的
情况。他表示，与海南签署战略协
议以来，新浪已带动30多家相关产

业落户海南，努力把海南优势和互
联网行业优势充分结合，有力推动
海南互联网产业发展。他提出，下
一步，新浪将在民生政务服务、旅游
开发和旅游资源交易、互联网金融
平台、直播创意产业及投资孵化等
领域加强合作，实现海南“互联网+”
的深度实践。吸引更多互联网企业
落户海南，带动产业人才集聚，把海
南打造为重要互联网产业基地。

副省长李国梁，省政府秘书长
陆志远参加会见。

刘赐贵会见新浪集团董事长曹国伟

■ 张成林

不到现场不知道，一到现场才发
现，评选出来的部分“节约型公共机
构”并不节约，存在着明显的资源浪费
现象。（见今日A09版）

“节约典型”不节约，如此表里不
一，不仅伤了“典型”的颜面，也有损评
选方的公信力。但倘若没有评价代表
的现场调研，这些“典型”恐怕仍在一
边坐享美誉一边浪费资源呢！

因此，对于典型的评选，主办方必
须对候选对象进行全方位考察，要多听
听社会的声音、群众的意见，只有把“货
真价实”的典型选出来，典型的带动效
应才能成倍地放大。同时，候选对象也
要认识到，作为典型，不仅意味着荣
誉，更意味着责任，倘若不顾自身实际
便“强出头”，其结果难免伤及自身。

评典型
不能靠做样子

搭建友好平台
共拓合作空间
——专访印中经济文化促进会

秘书长默罕默德·萨奇夫

网约车合法了
行驶里程达60万公里时强制报废
使用年限达8年时退出网约车经营

本报海口7月28日讯（记者尤
梦瑜 实习生郑舒凡）今晚，“承诺与兑
现——2016年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
会评价公开评价”在海南广播电视总
台进行了第五场直播，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等21个党群工作与综合
协调部门现场接受公开评价。

现场首先播放了上场直播中被曝
光部门的回访视频。在随后的环节
中，6段真实反映问题的暗访视频、现
场主持人和评价代表的接连提问让相
关部门的负责人脸红出汗。现场所有
部门负责人表示，针对广大群众所反
映的问题将立即整改。最终，省总工
会以满意度76%排在首位，团省委、省
妇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分列后三位。

据悉，此次直播是“承诺与兑现
——2016年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社会
评价公开评价”电视直播中的最后一
场。该公开评价活动开展以来，进行
了公共服务类、行政执法与司法机关
类、经济与社会管理部门类、党群工
作与综合协调部门类4类单位共5场
直播。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马勇霞，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副省长王
路，省政协副主席丁尚清等现场观看
了直播。 （详细报道见A09版）

“承诺与兑现”
进行第五场直播
21个党群工作与综合协调
部门接受公开评价

本报北京7月28日电（记者彭
青林）今天下午，省政府与中国科学
院在京举行座谈，就进一步深化海
洋科技合作，推动海南科学事业发
展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达成广泛共
识，致力将海南建设成为海洋科研
的新高地。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
礼、省长刘赐贵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海南省政府与中国科学院
2009年在琼签署战略框架协议以
来，双方合作得到有力推进，中科院
积极在海南设立机构和建设科研平
台，科研合作成效显著，有力支持了
海南科学事业的发展。今年以来，
以中科院三亚深海所建成验收为契
机，双方进一步达成了加强海洋科

研合作的共识，明确了共同把海南
建设成为海洋科技新高地的目标。
此次会谈，就是要进一步凝聚共识，
落实措施，将双方合作向更深领域
推进。

刘赐贵在发言中对中科院长期
以来给予海南科技事业的支持帮助
表示感谢。他表示，中科院以极富
远见的战略眼光，在海南建设了三
亚深海所等重要海洋科研机构和平
台，科研事业发展非常迅速，研究取
得重大成效。海南省委、省政府对
科技事业发展高度重视，将充分发
挥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区位和资
源优势，以海洋科技为重点，全面深
化与中科院的合作。刘赐贵提出，

双方认真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
加强沟通交流、紧密合作，共同助推
国家深海空间站建设，争取将国家
级海洋科研基地落户海南。省市各
级政府将全力以赴推进海南的海洋
科学研究，大力支持三亚深海所建
设，为科研单位营造最优的软硬件
环境，努力把海南打造为海洋科研
的新高地。

白春礼表示，海南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科技事业发展，全力支持
三亚深海所等科研机构建设，积极
落实双方合作，充分体现了海南真
抓实干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的作
风和建设海洋强省的决心。中科院
高度重视海洋科技的发展，组织推

进了多个重大科技专项，在深海研
究等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
推进双方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白春礼建议，加强对合作的组织领
导和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海南区位
资源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牵
引作用，充分发挥中科院科研优势，
共同推进深海空间站等重大海洋科
研项目建设，争取更多科研项目落
户海南，为加快海南科研事业发展
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科院副院长相里斌主持座谈
会。副省长陆俊华，省政协副主席、
省科技厅厅长史贻云，省政府秘书
长陆志远，以及中科院各有关单位
和科研院所负责人参加座谈。

省政府与中科院就深化海洋科研合作进行座谈
白春礼刘赐贵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