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化科研项目和经费
管理。推行“材料一次报送”制

度，合并财务验收和技术验收。赋
予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更大科研自
主权，科研人员可以在研究方向不
变、不降低申报指标的前提下自主
调整技术路线，将直接费用中除设
备费外的其他科目费用调剂权

全部下放项目承担
单位。

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

大举措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

《通知》要求，应激励
科研人员敬业报国、潜心
研究、攻坚克难，大力提升
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领域核
心技术攻关能力，多出高水
平成果。为此提出了四
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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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有利于创新的评

价激励制度。开展科技人才计
划申报查重工作，不得将人才“帽子”
同物质利益直接挂钩。开展“唯论
文、唯职称、唯学历”问题集中清理，
建立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绩
效评价体系。对承担关键领域核心
技术攻关任务的团队负责人及

引进的高端人才实行
年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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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分级责任担当
机制。建立单位主管部门、

项目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为高
校和科研院所分担责任机制，
减少对科研活动的审计和财务
检查频次。强化高校、科研院
所和科研人员主体责任，完善
鼓励法人担当负责的考核

激励机制。

04

强化科研项目绩效评价。实
行科研项目绩效分类评价，加
强项目关键环节考核，绩效评
价结果作为项目调整、后续支
持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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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经
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
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
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

《通知》指出，要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科技领域“放管
服”改革要求，建立完善以信任为前
提的科研管理机制，减轻科研人员
负担，充分释放创新活力，调动科研
人员的积极性。

《通知》提出，要在教育部直
属高校和中科院所属科研院所中
选择部分创新能力和潜力突出、
创新绩效显著、科研诚信状况良
好的单位开展“绿色通道”改革试
点，包括开展简化科研项目经费
预算编制、扩大科研经费使用自
主权、科研机构分类支持、赋予科
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
期使用权等试点工作，并加快形
成经验在全国推广。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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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热点

前总理被剥夺参选资格，地方议会候选人遇袭身亡

巴基斯坦大选今日举行，复杂选情折射哪 大看点？

巴基斯坦于7月25日举行大选，同时选举国民议会和省议
会，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中央和地方政府。当前选情复杂激烈，
前总理纳瓦兹·谢里夫等重量级人物被法院剥夺参选资格，更
有地方议会候选人遇袭身亡，引发国际社会关注。

有众多政党参加此次大选，其
中最值得关注的政党有三个，分
别是伊姆兰·汗领导的正义运动
党、夏巴兹·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
联盟（谢里夫派）和比拉瓦尔·布
托领导的人民党。

伊姆兰·汗是正义运动党创始
人。1992年，伊姆兰·汗率领巴基斯

坦国家队赢得板球世界杯，是许多
巴基斯坦人心目中的国家英雄。他
的竞选主张包括反腐败、改善治理
和推行教育、医疗改革等。

夏巴兹·谢里夫的哥哥、前总理
纳瓦兹·谢里夫因贪腐被取消参选资
格并被判入狱。2017年7月，夏巴
兹·谢里夫接替因卷入贪腐案下台的

纳瓦兹·谢里夫出任总理，他表示将
延续纳瓦兹·谢里夫的政策。

比拉瓦尔·布托出生于政治世
家，外祖父是前总理阿里·布托，母
亲是前总理贝·布托、父亲是前总
统扎尔达里。1988年出生的比拉
瓦尔·布托资历尚浅，但希望吸引
年轻人的支持。

巴基斯坦东部的旁遮普省，是该
国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省，还在
巴议会中占据近六成席位，所以在巴基
斯坦有“得旁遮普者得天下”的说法。

旁遮普省正是穆斯林联盟（谢

里夫派）的基本盘，这也是纳瓦兹·
谢里夫能够三度当选总理的重要原
因。纳瓦兹·谢里夫担任总理期间，
其弟夏巴兹·谢里夫长期担任旁遮普
省首席部长。巴基斯坦政治观察家

扎希德·侯赛因认为，旁遮普的选情，
依然是能够左右本届大选结果的关
键。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在旁遮
普的主导地位难以撼动，就看正义运
动党能从该省“挖走”多少选票。

越来越多巴基斯坦选民对传统
政治格局感到不满，希望新的政治力
量带来改变，摆脱周期性的政治动
荡。伊姆兰·汗和他的正义运动党乘
势崛起。2013年的上届大选中，正
义运动党一举拿下国民议会中的35
个席位，成为仅次于穆斯林联盟（谢
里夫派）和人民党的第三大党。

伊姆兰·汗以重视教育、医疗和
就业等民生问题的政策主张，赢得
不少中下层民众支持。此外，正义
运动党组织大规模游行集会，推动
反腐调查，也是导致纳瓦兹·谢里夫
因贪腐案下台的重要力量。

巴国民议会共有272个普选议
席，只有取得半数以上议席才能获

得组建政府的资格。巴基斯坦人力
资本管理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纳伊
姆·布哈里认为，目前，无论是正义
运动党还是穆斯林联盟（谢里夫
派），单独获得超半数议席都有难
度，很可能需要与其他党派或独立
候选人组成联合政府。

（据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

7月24日，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军人在选举所用物品的发放中心附近巡
逻。 新华社发

哪三位候选人参加大选？

3

哪个省的选情最为关键？

哪些新生政治力量崛起？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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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招商公告
本司现有海南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工业用地两

块，分别为63亩和66亩，两块连片，合计129亩，其中
63亩土地上建有厂房10000平方米。现向社会寻求合
作伙伴。有意者请到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
新闻大厦11楼房地产公司领取该项目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
李先生：17733151699
翁先生：13322095818
刘女士：0898-66810879

18976733779

关于遴选拍卖公司的公告
我司在老城现有工业土地拟通过竞拍形式招租，现诚邀

有资质、实力及经验的拍卖公司凭营业执照(原件查验，复印

件盖章留存)等证件前来报名。报名时间2018年7月27日下

午5点30分截止。

联系人：孔小姐

联系电话：66810307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18楼

庆豪·天悦项目应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庆豪·天悦项目位于海口市长秀开发区西北片，属《海口市长秀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C0201地块范围，规划用地面积51236.16平方米，用地
规划性质为商业、二类居住用地，设计方案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系统，经
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复核表》（琼J太阳能核字【2018】002
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1847.0平方米。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

筑应用管理办法》，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
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8年7月25日至8月7日）。2、公示
地点：海口规划委员会网站（ghw.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cn。（2）书
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
员会城市设计处，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
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25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分公司)拥有对海南发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等119户企业债权合计
2,159,083,684.07 元，其中：债权本金 757,597,601.79 元，利息
1,401,486,082.28元(暂计至2018年5月31日，以最终核算为准)。
企业和资产的所在地分布在海南省各市县（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华
融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查询），拟进行打包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
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国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三、公告期限：本公告期限为20个工作日，自2018年7月25日起
至2018年8月21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欢迎有意购买者登录华融网站查询或前来我分公司咨询、查阅、索取
相关资料，了解资产现状。本公告不构成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杨先生：0898-66786621，杨先生：0898-6677498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陈女士 0898-66719311
联系地址：海口市龙昆北路53-1号
传真：0898-6670004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发布日期：2018年7月25日

一、招标单位和招标代理机构
招标人：海南日报社
招标代理机构：海南海政招标有限公司
二、招标内容
经营管理职工餐厅，全年营业（法定节日期间由海南日报社

后勤保障中心根据生产需要安排）。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

人（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或
者三证合一复印件，事业单位需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2、具有
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需提供近一年内任意三
个月的纳税证明或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近一个年度财务审计
报告）；3、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近一年内
任意三个月的社保缴费记录复印件）；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且未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
（提供声明函）；5、具有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提供证书复印
件）；6、购买本项目招标文件并缴纳投标保证金。

四、报名和招标文件的获取
请于2018年7月25日至2018年8月1日（节假日除外）持营

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介绍信向招标代理机构报名。
五、开标时间、地点
开标时间：2018年8月15日上午09 ：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海口市蓝天路名门广场北区B座1-5号3002。
六、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人：成小姐，电话：0898-68500660，传

真：0898-68500661
海南海政招标有限公司

2018年7月25日

海南日报社职工餐厅承包招标公告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通知
海南迈迪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郑州汞业有限公司、
海南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山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四川省南充市
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海南民格电力设备工程有限公司、海南省第一
建筑工程公司，王康佳（身份证：4601001963****1231）、赵柄义
（ 身 份 证 ：1522211970****3415）、赵 永 强（ 身 份 证 ：
3701031968****5039）、朱群策（身份证：6103261974****0036）、
王世坤（身份证：4600251966****0319）、黄锦荣（身份证：
4414246****2079）、叶永兵（身份证：3303241972****2976）：

贵公司（个人）在参与海南电网公司市场竞争中存在不良行

为，影响我公司正常经营，按照《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供应商行贿行
为信息记录及处置办法》，我公司决定召开处理约谈会，请贵公司
派人参加，具体通知如下：一、会议时间：2018年8月10日15:00-
17:30；二、会议地点：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512会议室（具体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路32号）；三、参会人员要求：属于公司的，
由法人代表参会或负责海南电网的业务代理人参会（须出具针对
本事件正式有效的授权）；属于个人的，由当事人参会或委派人员
参会（须出具针对本事件正式有效的授权）。四、未按要求参加约
谈的，视为认同我公司的处理意见。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苏兴
锐 089865317313 13707563537。特此通知！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物资部 2018年7月25日

一、论证内容
本项目由于所在区域的《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2011—2020）》已批复，但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尚未编制，为推进
项目的建设，完善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旅游服务设施，根据《海南
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2011-2020)》，参考相关热带雨林
度假区的建设指标，通过专家评审依据项目规划设计概念方案，
本次拟论证及确定项目用地位于尖峰岭林业局(尖峰岭国家森林
公园)南崖林场九队，用地面积为15.9 公顷，约合238.5亩。

用地性质:旅馆用地，用地面积159000m2，容积率≤0. 4，建筑密度
≤20%，绿地率≥50%，建筑整体控制不超过12米(局部不得突破25米)。

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相关利益人的意见和建议，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及《关
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等相关法律规定，现按程序将该

调整方案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8年7月24日至2018年8月22日)
2、公示地点: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Ledong.

hainan.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①电子邮件请发送到:Ldxghw@163.

com;②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乐祥路6号(原
公安局办公大楼)1楼规划委员会，邮政编码:572500;③意见或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因网络空间有限，仅公示重点内容。如需详情，请咨询县
规划委员会

5、咨询电话:0898-85528585。
乐东黎族自治县规划委员会

2018年7月24日

乐东养生一号度假村规划条件确定论证报告批前公示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广州7月24日电（记者徐弘毅）杨
匏安，1896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珠海市。1915
年东渡日本横滨求学，次年从日本回到家乡，后在
澳门当家庭教师。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杨匏
安执笔写就的长文《马克思主义》在该报连续刊登
19次，成为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也
是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

1921年，杨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6
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决定国共合作，杨匏安
受派到国民党中任职；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
开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理部长。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
员和常务委员。

1927年5月，中共五大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
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杨匏安
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9年杨匏安回到上海，
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参加编辑党刊。1930年任
中共中央农民部副部长。

1931年7月，杨匏安因叛徒告密被捕，蒋介
石曾亲自出面劝降，遭到杨匏安的严词拒绝。8
月，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时年35岁。

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一人——杨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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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依法从严查处
长生疫苗案件

新华社长春7月24日电（记者段续）记者24
日从吉林省纪委监委了解到，吉林省纪委监委高
度关注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疫苗事
件，要求对疫苗事件涉及到的责任者依纪依法，依
照工作职能坚决查处，严肃追责。

目前，吉林省纪委监委已采取三项措施抓紧
工作：一是对反映长春长生生物及其主要负责人
的问题线索和信访举报进行梳理和调度；二是责
成驻省食药监局纪检组、长春市纪委监委在查清事
实基础上，厘清责任，对省市食药监部门相关责任
人失职渎职问题，依纪依法严肃查处问责；三是成
立责任追究工作组，对长春长生生物改制、生产、经
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进行调查追责。

此前的23日，吉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研究部
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长春长生生物违法违规
生产疫苗行为，性质恶劣，触目惊心，必须依法依
规坚决严厉查处，在前阶段工作的基础上，全力配
合国务院调查组和国家有关部门工作，强化责任
加快推进案件调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

同时，要严肃追责问责，对不法企业施以重
拳、依法从严处理，对不法分子坚决严惩，对监管
失职渎职的坚决严厉问责。不论涉及哪些企业、
哪些人都要坚决严惩不贷、绝不姑息。此外还要
举一反三，对全省疫苗生产企业进行全流程、全链
条彻查，切实回应群众关切，及时公布调查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