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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
意见》精神，紧紧围绕党中央赋予海南新
的战略定位，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建立健全全面规
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
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加强人
大和全社会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推进国
有资产管理公开透明，不断优化我省国
有资产管理和治理体系建设，使国有资
产更好地服务发展、造福人民。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总

书记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紧紧围绕中央和全省工作大局，全面贯
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认真落实
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国有资产的重大决策
部署。

坚持依法监督。贯彻实施宪法和监
督法、预算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
规，坚持依法报告、依法监督，严格依照
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实现正确监
督、有效监督。

坚持问题导向。从制度建设、机制
完善和技术支撑入手，着力解决国有资
产底数不够清楚、管理不够公开透明、人
大监督所需信息不够充分和监督不够有
力等突出问题。

坚持稳步推进。以全面规范、公开
透明、监督有力为目标，坚持从实际出
发，先易后难，分类施策，区分各类国有

资产管理不同情况，逐步扩大报告范围、
充实报告内容，实现全口径、全覆盖，不
断提高监督实效，确保国有资产安全。

二、报告内容、方式和质量要求
（一）报告的主要内容。根据各类国

有资产性质和管理目标，确定各类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报告重点。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报
告重点是：总体资产负债，国有资本投
向、布局和风险控制，国有企业改革，国
有资产监管，国有资产处置和收益分配，
境外投资形成的资产，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等情况。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
重点是：资产负债总量，相关管理制度建
立和实施，资产配置、使用、处置和效益，
推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情况。国有自然
资源（含陆地自然资源和海洋自然资源）
报告重点是：自然资源总量，探索建立完
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有偿使用制
度，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重大
制度建设，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等情况。

（二）报告的方式。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年度报告采
取综合报告和专项报告相结合的方式。
综合报告全面反映各类国有资产基本情
况，专项报告分别反映企业国有资产（不
含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国有自然资源等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各类国有资产报告要汇
总反映本行政区情况。企业国有资产
（不含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报
告以本级情况为重点。在每届人大常委
会任期内，届末年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提交书面综合报告并
口头报告；其他年份在提交书面综合报
告的同时就1个专项情况进行口头报
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
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依法由人民

政府负责同志进行报告，专项报告可委
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报告。

（三）报告的质量要求。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准确、及时
掌握本地区国有资产基本情况，切实摸清
家底。要建立健全我省各类国有资产管
理报告制度，依法明确和规范报告范围、
分类、标准。各市县人民政府应按照省人
民政府规定的时间、要求，将本地区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报省人民政府汇总，省人民
政府编写并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全省和
省本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按照国家统
一的会计制度规范国有资产会计处理，制
定完善相关统计制度，确保各级政府、各
部门各单位的国有资产报告结果完整、真
实、可靠、可核查。加快编制政府综合财
务报告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等工作。
必要时组织开展国有资产清查核实和评
估确认，统一方法、统一要求，建立全口径
国有资产数据库。建立全口径国有资产
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相关部门单位互联互
通，全面完整反映各类国有资产配置、使
用、处置和效益等基本情况。

三、审议程序和重点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依照监督法、

预算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有关法律规
定，把听取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关于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纳入年度监督工作计
划，精心组织审议，推进公开透明，实行
全方位监督。

（一）制定审议计划。县级以上人大
常委会财经（预算）工作机构应在每届人
大常委会任期第一年，在广泛听取各方
面意见和建议，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协
调的基础上，提出听取和审议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报告五年计划，提请本级人大
常委会主任会议审议批准。县级以上人
大常委会每年在制定年度监督工作计划
时，应根据听取和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报告五年计划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当
年听取和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
年度议题。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按照听
取和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五年计
划和人大常委会年度监督工作计划安排
相关工作，做好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

（二）明确审议程序。县级以上人大
常委会审议报告前，要组织人员对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工作进行视察或专题调
研；必要时，也可向社会公开征求对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县级以上人
大常委会财经（预算）工作机构负责收集
整理和汇总各方面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交由本级人民政府
研究并在报告中作出回应。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的报告应按规定在本级人大常委
会会议举行20日前提交本级人大财经
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未设立人大财经
委员会的，应提交本级人大常委会财经
（预算）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并在会议举
行10日前将修改后报告送交本级人大
常委会。审议报告时，同级政府相关部
门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审
议报告后，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组织将
审议意见送本级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坚持问题导向，将审
议意见分解细化到相关部门研究处理和
整改，要健全问责机制，加大问责力度，
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并在6个月内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研
究处理情况以及存在问题整改和问责情
况。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视情况需要可
综合运用专题询问、质询和特定问题调
查等方式，必要时可依法作出决议。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在决议规定期限内，将执
行决议情况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运
用特定问题调查方式，应由县级以上人大
常委会党组向本级党委请示报告。

（三）确定审议重点。县级以上人大

常委会在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关于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报告，开展国有资产监督时，
应侧重以下方面：（1）贯彻落实党中央有
关国有资产重大方针政策和省委有关国
有资产重大决策部署情况；（2）有关法律
法规实施情况；（3）人大常委会有关审议
意见和决议落实情况；（4）完善国有资产
管理体制，落实党中央和我省有关国有
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情况；（5）国有
资本服务国家战略目标，提供公共服务、
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
环境、支撑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以及
支持我省“三区一中心”建设等情况；（6）
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兼并重组、
破产清算等国有资产处置以及国有资产
收益分配情况；（7）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情况；（8）有关审计查出问题整
改情况；（9）其他与国有资产管理有关的
重要情况。

（四）推进公开透明。县级以上人大
常委会按照监督法等法律规定，及时将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及审议意见，本
级人民政府对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或
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本级人大代表
通报并向社会公布（保密法律法规规定
不宜公开的内容除外）。审议报告和有
关视察、调研等活动，可邀请部分本级人
大代表参加，并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回
应社会关切。

（五）健全监督机制。县级以上人大
常委会加强国有资产监督，听取和审议
本级人民政府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
告工作，要与预算决算审查监督紧密衔
接，特别是要与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
算、部门预算决算审查监督相结合，条件
具备时与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监督工作
相结合，建立起多层次多角度、既相互分
工又有机衔接的人大国有资产报告和监
督机制。省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各市县

人大常委会国有资产监督工作的指导。

四、组织保障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要

明确分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不断推进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规范化程序化。

（一）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协调，落实责任
主体，建立健全部门协作机制。财政部
门牵头负责本级政府年度综合报告和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专项报告起草等相关工作；国有企业主
管部门牵头负责企业国有资产（不含金
融企业）专项报告起草等相关工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牵头负责自然资源专项报
告起草等相关工作；其他相关部门单位
按照有关要求向牵头部门及时、准确、完
整提供其管理的国有资产现状及管理情
况。审计部门应按照本级人大常委会听
取和审议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五年计
划，相应安排对国有资产实施专项审计或
者审计调查。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要健
全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加强队伍能力建
设，依照法定程序组织做好相关工作。

（二）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县级以上
人大财经委员会、人大常委会财经（预
算）工作机构负责与财政、国资等相关部
门就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具体工作
进行沟通协调，为本级人大常委会加强
国有资产监督提供服务保障。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要及时向本级人大财
经委员会、人大常委会财经（预算）工作
机构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

（三）及时总结完善。在认真总结实
践经验基础上，适应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需要，结合
我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展情况，
不断健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向本级人大
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提
高我省国有资产管理治理和监督水平。

广告

备注：具体活动详情见店内海报或咨询商家。[如有调整，以实际活动为主]

供 求

声明
本人王建波抵押白色宝马320li轿

车，车牌号琼AUS192 给贷款公

司，本人现声明该车辆出现任何违

章违法交通事故，均与王建波无关

联，特别声明!

椰海大道酒店整栋租
写字楼招租18689818424

车辆遗失声明
车主姓名：符龙吉，一辆乘龙牌重
型货车,型号:LZ3301QEH,颜色:
红色,车牌号:琼C15476,发动机
号:1610C054376, 车 辆 识 别 代
码: *508590。车辆损坏严重和遗
失,已达到报废。以上情况属实,
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特此证明。
▲邱品正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102198002020313，特此声明！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减资公告
海南北辰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600002012691377）
现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8163万元人民
币减少至10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
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
提出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
求，特此公告。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本人王亚，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
海花岛的收据。楼盘名称：中国海
南海花岛，2号岛113栋704号房；
收据编号：HHD2018221；金额：
360804元。特此证明作废。
▲王晓燕于2018年9月29日不慎
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028197102226822，特此声明。
▲杨日成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
花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国海
南海花岛，2号岛199栋502号房；
收据编号：HHD5071756，特此声
明作废。
▲郑源仲遗失西北农业大学毕业证，
证书编号：园工95262，声明作废。

业主新房转让
海口金贸西路28号晋联大厦：酒

店(可分割小户型住宅)6000m2；商

铺(层高7.8米)三个约250m2；住宅

319m2、119m2各一套；地库车位

86个。另有太平洋别墅一套270m2。

砍价电话：杜女士：18603466773

郭先生：13876000499

玉和花园 大三房出售
首付33万 6楼13807671757

中共海南省委关于建立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实施意见

（2018年9月26日）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的部署要求，强化我省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从2018年起，省人民政府
和地级市人民政府要每年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2019年起，县级人民政府要每年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现根据《中
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