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一种以发行收益
凭证的方式汇集特定多数投资者的资金，以标的
不动产的租金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信托基金

REITs（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我省发行全国首单省级
人才租赁住房REITs产品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记者周晓梦）海南日报记
者3月24日从省财政厅获悉，由该厅牵头，海南省发
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控股）落地实施的海南
省人才租赁住房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
海南人才租赁住房REITs），经过近9个月紧锣密鼓的
筹备，于近日全额资金募集到位。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即将召开之际，发行取得圆满成功。这是
我省首单REITs产品，也是全国首单省级人才租赁住
房REITs。

据了解，海南人才租赁住房REITs产品规模为
8.7亿元，由海南控股担任原始权益人并提供增信，中
联基金、深创投联合担任项目总协调人和财务顾问，海
南乐居不动产基金、工银瑞投分别担任基金管理人和
计划管理人。产品的发行受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
银行与地方银行踊跃认购，最终超额认购倍数2.16
倍，优先级证券发行利率4.5%，创同期同类产品发行
成本新低。

海南人才租赁住房REITs的成功发行，有利于促
进人才租赁住房作为我省扩大开放、招商引才政策工
具作用的充分发挥，打造我省人才租赁住房可持续发
展的创新投融资模式，构建房地产租赁运营长效机制，
为全国探索出一条以市场化手段有效调控房地产的改
革路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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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媒体看海南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海安长
城实业有限公司2018年8月19日9:30分在海
口星海湾豪生大酒店阿拉斯加会议室召开了临
时股东会，股东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七条“有限责
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全部出
资，经公司催告缴纳或者返还，其在合理期间内
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公司以股东会决议解
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该股东请求确认该解除
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作出

了股东会决议，解除了本公司股东李景欣的股
东资格，该股东会决议已生效，现李景欣已不是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景欣今后以
本公司名义发表的任何声明均属无效，其做出
的任何行为，均与本公司无关，由其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海安长城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祥隆船务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5日

公 告

海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李富林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3
月 23日 17时 58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59岁。

李富林，男，1960 年 1 月出
生，汉族，山西灵丘人，大专学历，
1984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0年8月参加工作。1978年9
月至1980年8月在山西省政法干
部学校公安中专班学习；1980年8
月至1986年9月任山西省公安厅
干部；1986年9月至1989年1月
任山西省公安厅办公室秘书科副
科长；1989年1月至1990年6月
任山西省公安厅办公室秘书科科
长；1990年6月至1991年1月任
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1991年1月至1993年4月任山西
省朔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朔城分
局局长；1993年4月至1994年4
月任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党委副书记；1994年4月至1996
年5月任山西省晋城市公安局局
长、党委书记；1996年5月至1997
年2月任山西省晋城市副市长兼
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1997年2
月至2001年5月任山西省晋城市
副市长；2001年5月至2006年4
月任山西省晋城市委常委、副市
长；2006年4月至2009年4月任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
2009年4月至2009年10月任山
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正厅级）、党委
委员；2009年10月至2011年6月
任山西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
长（负责常务工作，正厅级）；2011
年6月至2012年6月任山西省委
政法委副书记（负责常务工作），省
综治办主任；2012年6月至2013
年5月任海南省省长助理、省政府
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
记、督察长，兼省委政法委委员；
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任海南
省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省
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督察长，兼
省委政法委副书记；2015年5月至
2016年12月任海南省副省长，省
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厅长、党
委书记、督察长，兼省委政法委副
书记；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
任海南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
员，省政协副主席候选人，省公安厅
厅长、党委书记、督察长，兼省委政
法委副书记；2017年1月至2017年
2月任海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候选人、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厅长、
党委书记、督察长，兼省委政法委副
书记； 下转A03版▶

海南省政协原副主席

李富林同志逝世

■ 新华社记者 王晖余
郑玮娜 陈凯姿

三亚这座中国唯一的热带滨海
旅游城市，近一年活力迸发，国内外
关注的“热度”越来越高——

29家世界 500 强企业准备进
驻；17 家总部企业注册落地；总
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正式启动
建设；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地崖州
湾科技城谋篇布局；凯蒂猫主题
乐园等大型文旅项目相继签约
落户……

既是旅游度假“热门”，也是投
资创业“热土”；既有得天独厚的“颜
值”，也有产业发展的“肌肉”。 持
续“升温”中的三亚，正朝着打造海
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
设标杆的目标阔步前行。

“旅游+”催生提档升级
加速度

如果把海南岛全域旅游比作一
串珍珠项链，三亚无疑是其中闪亮
的吊坠。在摆脱传统观光模式以及
根治旅游市场乱象后，三亚旅游业
面临如何适应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
新要求、新课题。

“旅游业是三亚的传统优势
和主导产业，但不能只有海滩和
酒店，必须以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
设为抓手，推动旅游业提档升级。”
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童道
驰说。

23日下午，国际汽联电动方程
式锦标赛三亚站正赛现场，赛车风
驰电掣，看台座无虚席。近2万名
国内外的赛车“发烧友”和观众，感
受全球顶级电动汽车赛事的速度
与激情。

这是三亚“旅游+文体”产业
融合引进的诸多国际体育赛事之
一。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局局长陈震旻说，三亚正全面推动
旅游与健康、文化、会展、体育等产
业的深度融合，引进和打造世界优
质的产品，吸引全世界游客前来消
费。

亚特兰蒂斯、海昌梦幻海洋不
夜城等旅游综合体建成运营，旅游
新业态培育壮大；海南首家中外合
资旅行社落户三亚，旅游产业国际
化水平提升；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
策继续放宽，带动三亚国际免税城
去年零售额上升32%。

“大旅游”“旅游+”释放的消费
潜力巨大。三亚海棠区区长孙耿介
绍，国际电影节、国际音乐节等大型
活动举办，带动海棠区去年旅游业
态总收入同比激增37%。

提档升级加速的三亚旅游实现
人气和财气双收。 下转A02版▶

一座热带城市的新“热度”
——三亚打造海南自贸试验区标杆观察

5月1日起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单位缴费比例下调

据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韩洁 马卓言）财
政部部长刘昆在24日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
年年会上说，我国将从2019年5月1日起下调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从20%降到
16%，切实减轻企业社保缴费比例。

今年我国预计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
万亿元，力度明显超过去年。刘昆在论坛上说，将尽快
出台相关政策方案，确保减税降费落实到位，切实让市
场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有明显减负感受。

对于降费，他表示，除了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单位缴费比例，还将继续执行阶段性降低失业
和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提高稳岗
和社保补贴力度，通过这些措施切实减轻企业社保
缴费比例。

对于减税，他说，今年通过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
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切实增
强企业的获得感。

距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召开

还有 天1

BOAO FORUM FOR ASIA
ANNUAL CONFERENCE

博鳌亚洲论坛
2019年年会
2019年3月26—29日 中国海南博鳌 Boao,Hainan Province,China2019 26-29 ,Marchth

经专家组验收鉴定
海文大桥关键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潘彤
彤）3月23日，省交通运输厅在海口组织召开了海南
省交通科技项目“铺前大桥（海文大桥）强震区近断层、
跨断层特大型桥梁大直径深长桩基础施工关键技术研
究”成果验收鉴定会议。

本次会议专家组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郑颖人、福建
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王增贤等国内岩土工程领域权
威专家组成。

该课题历经3年的研究，提出了强震区近断层、跨
断层特大型桥梁超大直径钢管混凝土复合深长桩基础
的抗震设计计算方法与关键参数；构建了成套海洋环
境超大直径深长桩基础施工标准化技术体系；研发了
强震区跨断层大型桥梁超大直径钢管混凝土复合深长
桩基础在建造过程、整个设计寿命周期中受偶然作用
（强震、台风、船撞等）的快速损伤探测与评判技术。

经专家组验收鉴定，以上技术均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

本报讯（记者陈雪怡 通讯员尹
建军）省政府日前出台《关于鼓励存
量商品住宅用地转型利用和解决有
关历史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提出鼓励存量商品住
宅用地转型利用和处置盘活，妥善解
决招商引资产业项目配套商品住宅
用地历史遗留问题的具体政策措施，
旨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服务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意见》所称存量商品住宅用

地，是指已依法取得土地权属证书
但尚未动工建设的商品住宅用地，
或虽已动工建设但可以改变用途用
于产业项目发展的商品住宅用地，
不包括经市县政府依法认定为企业
原因造成闲置的商品住宅用地。所
称产业项目，是指商品住宅项目以
外符合国家和我省产业发展方向
和产业政策要求的产业项目（包括
租赁住宅项目，不包括产权式酒店
项目）。

《意见》对不同情形的存量商品住

宅用地，提出四类处置措施：一是促进
土地用途改变。市县政府可以通过依
法调整规划、增加容积率、改变土地使
用年限、退还土地差价等措施，鼓励和
引导存量商品住宅用地改变土地用途
用于产业项目建设。二是有序开展
土地置换。在符合市县总体规划的
前提下，经市县政府与土地使用权人
协商一致，允许将存量商品住宅用地
在本行政区域内置换为同等价值的
其他用途的建设用地；确需跨市县行
政区域置换的， 下转A02版▶

我省出台《意见》，提出四类处置措施

鼓励存量商品住宅用地转型利用和处置盘活

本报三亚3月24日电（记者陈
雪怡）3月24日下午，中国科学院与
省政府在三亚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省长沈晓明证
签，并为“中国科学院深海技术创新
研究院”揭牌。

签约前，双方进行了工作座
谈。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和省
委书记刘赐贵欢迎白春礼一行，并
对中科院长期以来对海南的支持表
示感谢。他指出，自贸区和中国特
色自贸港建设离不开产业发展，其
中高新技术产业一方面要统筹推进
互联网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油
气精细化工等产业，另一方面要推

动“海陆空（深海科技、南繁育种、航
天技术）”产业。我们将进一步深化
院省务实合作，希望中科院继续支
持海南科技创新工作，共同推进深
海技术和南繁育种产业取得更大的
社会和经济效益。

白春礼代表中科院感谢海南省
委、省政府和三亚市委、市政府长期
以来的大力支持。他表示，近年来，院

省合作进一步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
势，双方在重大创新平台与高水平科
研机构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层次人
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中科院将与海南一起通力合作，
在新的起点上，统筹谋划院省科技合
作的重点工作任务，共同推进自贸区
和中国特色自贸港建设，推动中科院
科技创新工作与海南区域经济发展

工作进一步紧密、深度融合。
根据协议，双方将加强科技战略

合作，确定在共建海南省深海技术实
验室、共建中科院深海技术创新研究
院、共建中科院海南种子创新研究
院、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科研院所和教育机构建设、
共建科技创新平台、联合开展核心关
键共性技术攻关、建设科技合作园

区、加强人才培养与交流等9大方面
加强合作。此外，中科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与省农业农村厅、三亚
市政府签署共建种子创新研究院合
作协议，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与三
亚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中科院院
士李家洋，省领导童道驰、王路、史贻
云，省政府秘书长倪强参加活动。

中科院与省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议
白春礼沈晓明证签

新华社摩纳哥3月24日电（记者
陈贽 许林贵）国家主席习近平24日
同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应亲王殿下
邀请对摩纳哥公国进行国事访问。这
是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摩纳哥。我
们两国相似的民族性格和共同的精神
追求，使得我们相知相亲。中摩建交
20多年来，双方始终真诚友好、平等相
待。当前，中摩双边关系稳步发展，务
实合作与时俱进，尤其是在环保、电信、
移动支付等新领域走在中欧合作前
列。中摩关系已成为不同大小、不同历
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交往的
典范。

习近平强调，我同亲王殿下在半
年内实现互访，体现着中摩关系的高
水平。双方要牢牢把握双边关系的
正确方向，不断巩固传统友谊和政治
互信，加强在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的
沟通协调和相互支持。双方要坚持
开放合作，深化互利共赢。中方欢迎
摩方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双方要提升两国环保合作水
平。中方欢迎亲王基金会在中国开
展环保公益行动，不断丰富人文交流
内涵。

阿尔贝二世亲王代表摩纳哥王
室、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对摩纳哥进行历史性访问。阿尔贝二
世亲王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
建国70周年之际，我祝贺中国发展
取得的巨大成就。摩中关系发展良
好。摩纳哥愿拓展同中国在科技、创
新、生态环保、野生动物保护、可再生
能源等领域合作，摩方高度赞赏中国
在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愿支持中方办好明年《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
支持并祝愿2022年北京冬奥会取得
成功，愿推动摩中人文交流，增进两
国人民友好。

会谈前，阿尔贝二世亲王为习近
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
王宫庭院时，阿尔贝二世亲王夫妇
上前热情迎接。军乐团奏中摩两
国国歌。两国元首一同检阅仪仗
队。检阅完毕，两国元首夫妇观看
分列式。习近平同摩方主要官员
握手，阿尔贝二世亲王同中方陪同
人员握手。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
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同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举行会谈

3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举行会谈。会谈前，阿尔贝二世亲王为习近平举行隆重
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