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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海南省大数据管理
局（以下简称“省大数据管理局”）设立和
运作，创新大数据管理体制机制，推进我
省大数据统一建设，统一管理，高效服
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精神和我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是省政府
依法设立，承担大数据建设、管理和服务
等职责，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列入行政机
构序列，不从事法定职责外事务，具有独
立法人地位的法定机构。

第三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在省政府
领导下，坚持创新、市场化、与国际接轨
的基本原则，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加快
推进海南大数据发展。

第二章 职 责

第四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主要承担
以下职责：

（一）负责使用省本级财政性资金、
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信息化工程项目的
管理，市县信息化建设项目的审核；负责
组织实施大数据、信息化、智慧城市政策
措施。

（二）负责推进社会经济、民生保障

各领域大数据开发应用，引导、推动大数
据分析研究和应用工作。

（三）负责统筹全省政务信息网络系
统、政务数据中心、电子政务基础设施以
及全省基础性、公共性政务信息化项目
的建设和管理。

（四）负责统筹政府数据采集汇聚、
登记管理、共享开放；推动社会数据汇聚
融合、互联互通；组织实施大数据安全体
系建设和安全保障工作。

（五）负责政府数据资产的登记、管
理和运营，推动大数据产业发展。

（六）负责承担大数据、信息化领域对
外交流合作，组织大数据、信息化领域相
关企业参与国际国内重大交流合作活动；
组织和指导相关企业开展区域化合作、国
际化经营；指导大数据、信息化、智慧城市
领域行业协会、学会、联盟机构工作。

（七）负责大数据、信息化人才队伍
建设工作；拟订并组织实施大数据、信息
化人才发展规划；组织协调全省大数据、
信息化人才教育有关工作。

第五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配合省工
业和信息化厅承担全省信息化相关规划、
监督职责，以及省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运作机制

第六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由省政府

直接管理。省政府大数据推进工作领导
小组统筹全省大数据发展和管理的重大
决策。

第七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实行法人
治理结构，建立理事会决策、局长执行的
治理架构。由省政府发起成立省大数据
管理局理事会，代表省政府履行管理责
任，决定发展战略、项目投资、薪资总额
和年度工作目标等重大事项。

第八条 在职责范围内，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省大
数据管理局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九条 按照“管运分离”的原则，
省大数据管理局依法组建省大数据运
营公司，承担全省电子政务基础设施、
公共平台和共性平台的建设运维工
作，省大数据管理局履行出资人职责。

第十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实行员额

管理制度。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设置省
大数据管理局大数据架构师等高端特聘
职位。内设机构由省大数据管理局自主
管理，人员能进能出。

第十一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的登记
机关是海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省大数据管理局应建立章程并按章
程运行，根据党员人数，依规按程序相应
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第十二条 下列重大事项应当经省
大数据管理局理事会研究讨论提出意
见，按规定程序报批后实施：

（一）全省大数据发展战略、规划、省
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年度计划和相关投资
事项；

（二）年度工作计划和财务预（决）算
报告；

（三）省大数据管理局薪酬方案、年

金方案、管理层人员薪酬标准和激励事
项，以及相关管理制度。

（四）应当报请省政府决定的重大
事项。

第四章 人事管理

第十三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除局长
外，实行企业薪酬制度和企业年金制度，
其薪酬水平参考市场因素自主确定。建
立完善个人薪酬与绩效考核相挂钩的激
励制度，薪酬能高能低。

第十四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应当按
照科学合理、精简高效、公开平等、竞争
择优的原则聘用人员。

第五章 财务管理

第十五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经费
来源主要由开办资金、承接服务收入
和其他合理合法的市场化收入组成。
省大数据管理局相关支出从上述经
费中保障。省大数据管理局的盈余经
费应当全部用于全省大数据管理业务
发展。

第十六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作为
一级财政预算单位管理，财政经费预
算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并接受有关机
构监督。

第十七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应严格
执行有关财务管理、审计监督机制规定，
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应当依
法建立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机制。

第十九条 监察机关和财政、审计
等职能部门依法对省大数据管理局的建
设、运营和管理活动进行监督，不干涉其
自主运作，也可以委托专门监督机构对
省大数据管理局依法进行监督。省大数
据管理局理事会负责建立省大数据管理
局运营考核机制，按年度对省大数据管
理局运营绩效进行考核。

第二十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及其工
作人员在履行职责中未履行职责或者不
正确履行职责的，依照有关规定和合同
约定予以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省大数据管理局可根
据本办法，就大数据公共服务、行政管理
和规划建设等事项，制定相应的管理规
定，按规定程序报批后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
实施。

《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19年3月19日七届海南省
人民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省 长 沈晓明
2019年5月21日

海南省大数据管理局管理暂行办法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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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工作队在行动

关注2019年高考

本报嘉积5月28日电（记者袁
宇）5月28日，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
市龙江镇政府获悉，通过为村民提供
农村建设房屋报建一条龙服务，真正
让村民看得懂、会报建，今年以来，龙
江镇未报先建的违法建筑数量实现
零增长。

“我们建设房屋报建现在很方
便，工作人员非常热情，有啥不懂
的，他们一步一步教。”龙江镇龙江

村村民梁昌叶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他正要建新房，“现在政策要求建房
要申报，我本来还担心很麻烦，没想
到这么方便。”

农村住房报建全免费。龙江镇
规划建设管理所所长李能才介绍，今
年以来，龙江镇申请报建的农房达
350间，比去年增加了近一倍，“村民
前来报建，我们安排工作人员逐一指
导，教他们正确填写表格，再逐一提

交相关报建材料。绘制成图的农房
报建流程和范本也张贴在办公室醒
目位置，让人一眼就能看懂。”

据介绍，最初龙江镇的农民对
农村住房报建也存在抵触心理。

“所以我们大力发动宣传，给他们
讲政策，讲福利。”李能才说，“很多
村民误认为报建后要交税，后来了
解政策后就能接受了。现在村民
建房都主动地来规建所进行报建

申请。”
龙江镇还将打击“两违”专项工

作与农房报建政策宣传工作有效结
合，通过开展打击“两违”专项工作，
强化村民“逢建必报”意识。“目前通
过审核的报建数为206间，今年以来
未报先建的违法建筑数量实现零增
长。我们会继续把这项工作做好，
同时加大对‘两违’的处置力度。”李
能才说。

琼海龙江力推农房报建一条龙服务
未报先建违建量实现零增长

本报海口5月28日讯（记者陈卓斌 特约记
者韩小雨）我省2019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至
6月9日举行，为加强考试管理，确保考试公平、安
全、顺利实施，省教育厅近日发文，要求各高校在
高考期间加强在校学生管理，防止学生参与替考。

省教育厅指出，2015年以来，我省普通高考
（含艺术、体育专业类考试）先后共查处5例替考
事件，其中2名“枪手”由我省在校大学生充当。
当前，我省考试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仍有替考作弊
的可能。各高校要提高认识，指定专人负责加强
高考期间本校学生的管理工作。

省教育厅要求，各高校要充分利用展板、广
播、网络等多种渠道，加强法律法规宣传，扩大舆
论影响，要强调代替他人考试等作弊行为已经入
刑；要告知学生，我省2019年普通高考采取入场
身份验证、进场安检等多种手段，若替考必被抓，
别抱有侥幸心理；要在高考期间加强课堂考勤，确
保高考期间对每一名在校学生都能知去向、可联
系，堵住管理漏洞。

各高校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在校学生在高考中的各种违规行为，涉嫌犯罪
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因疏
于管理，放纵在校学生替考的，相关部门将对直
接责任人和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依据相关规定
进行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
究法律责任。

省教育厅要求
各高校严防学生替考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5月27日上午，烈日当头，在白
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益条村，乡村
振兴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谢
秋明正与村“两委”干部们忙着摸排
建设排水沟线路事宜，豆大的汗珠
顺着他黝黑的脸颊滑落下来，他也
没顾上擦。

“抓好‘三清两改一建’，实现人居
环境好，这是我们乡村振兴工作队‘十
抓十好’职责之一，工作困难虽不小，
但我们干事可不能拖拉。”50多岁的谢
秋明身型偏瘦，肤色黝黑。他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经初步摸排，益条村有5

个自然村，8个村民小组，共有2000多
名村民，但只有其中一个自然村建好
了污水排放沟渠，生活污水多是随地
排放，眼下，无论是踩点线路先做好规
划，还是申请经费尽快动工，这两项工
作都得抓紧时间。

今年2月，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选
派谢秋明到青松乡益条村担任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益条村位于霸王岭核
心保护区，属于偏远贫困山区，这里距
离白沙县城约有50公里车程。村党
支部书记李文冲记得，谢秋明到任之
初，还未来得及欣赏这里的原生态山
野景观，就与工作队的队员们一起一
头扎进琐碎而又艰难的摸排工作。

“困难比起初预想得多，但既然选
择了扎根基层，就要学会耐得住寂寞，
才能为实现乡村振兴做点实事、好
事。”谢秋明介绍，早年，由于益条村缺
乏规划，各家各户建房见缝插针，没有
腾出足够的巷道空间来规划排水沟；
村里的家禽牲畜大多散养，这也给环
境卫生整治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为
此，乡村振兴工作队积极与村“两委”
班子协调沟通，及时制定了《益条村环
境卫生综合整治实施方案》，除了要求
村干部挂点到户外，还发挥基层党建
力量，动员该村69名党员带动村民做
好房前屋后保洁事宜。如今，益条村
垃圾日产日清的运作越来越规范，村
容村貌也得到了明显改观。

不仅要让村庄变得整洁美丽，还
要务实帮扶村民发展特色产业走上

致富路，这也是村“两委”干部与乡村
振兴工作队一直在费心思考的事
情。据悉，截至今年初，在益条村
25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里，已有243
户摘掉穷帽子，目前仍有11户未脱
贫。而且，受限于生态核心区保护规
划，村里不宜规模养殖牛、羊、猪等禽
畜，再加上交通、物流等不利因素，多
年来农作物销路窄，缺乏价格优势，
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农户撂荒土地
已成为常态化。

队员梁海明说，经初步统计，该村
现有 300 亩耕地、坡地处于撂荒状
态。为此，这段时间以来，乡村振兴工
作队正努力动员村民合理利用这部分
撂荒地，准备轮作种植玉米、花生等

“短平快”农作物，乡村振兴工作队将
通过爱心消费扶贫渠道助力拓宽销

路，确保村民实现增产又增收。
除了传统的橡胶产业外，近年来，

山兰稻市场效益越来越好，品牌价值
也随之提升，已成为益条村谋划乡村
振兴的主打产业之一。据悉，青松乡
共种植4000多亩山兰稻，其中，益条
村占了885亩。谢秋明建议，当地扶
贫部门应尽快做好山兰稻注册地理标
志商标事宜，讲好黎族旱稻刀耕火种
的故事，做足山兰民俗文化，有效延伸
山兰稻的产业链条。

“驻村帮扶不能有畏难情绪，要相
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在谢秋明看来，
乡村振兴工作千头万绪，干事千万不
能拖拉，但也不能过于急躁，只要能为
乡村振兴添砖加瓦，即便再苦点再累
点也值得。

（本报牙叉5月28日电）

白沙益条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带领村民净化村居环境、谋划新产业

驻村帮扶，办法总比困难多

5月28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机关干部在专家的指导下认真进行心肺复苏急救实践操作。
为了提高县、乡、村干部的应急救护水平，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5月28日至30日，保亭

县举办心肺复苏急救知识培训班，邀请海南省健康促进与健康协会的专家，对县直机关、乡镇和村委会的干部进行授课，
学习内容包括心肺复苏急救知识以及心肺复苏实践操作。 本报记者 武威 特约记者 黄青文 摄

保亭:

学习急救
守护生命

确保建筑用砂供给
三亚推进建筑废物利用
与海砂淡化

本报三亚5月28日电（记者易
宗平）三亚市政府常务会议5月28日
审议通过建筑市场河砂供给保障工
作方案，从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
与政府管理的“有形之手”两方面，
对该项工作进行持续整治，以建筑
废物利用、海砂淡化等渠道开辟砂
源，防止砂价大幅上涨，保障建筑用
砂基本需求。

三亚市政府汇总数据显示，在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的砂材销售商
有79家，在市住建部门登记的砼搅拌
站有 18 家。根据海南省及各市县
2018年－2022年新开工房屋面积测
算，2019年三亚市需要河砂供应量约
350万立方米。

为打击非法采砂行为，打击非法
囤砂、哄抬砂价等扰乱市场秩序行
为。该市将“三管齐下”：在支持机制
砂开发利用方面推进废物利用;在利
用海砂进行淡化方面，已有生产线投
入使用;在从境外引进河砂方面，将考
虑从东南亚进口河砂，以改变三亚河
砂资源供给单一、缺口较大的现状。

海职院技术人才吸引
200多家单位求贤

本报海口5月28日讯（记者陈卓斌）拥有一
技之长的职校生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海南日
报记者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5月28日举办的校
园招聘会上了解到，本次招聘会共吸引了200多
家单位招贤，和往年相比，前来招聘的国企、央企
和大型民企数量占比近七成，技术人才正越来越
受到企业和社会的重视。

校方介绍，本次招聘会共吸引了3000余名毕
业生进场应聘，此外还有不少非毕业班的学生前
来参观，提前了解企业招聘用工流程及要求。

据悉，海职院还将在近期集中举办大型招聘
会3场，以及各类专场招聘会30余场。

海口今年将有2.8万考生
参加合格考

本报海口5月28日讯（记者叶媛媛）海南日
报记者5月28日从海口市教育部门获悉，今年
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合格性考试（以下简
称合格考）将于7月7日-8日举行。海口报名总
人数为28944人，全市将设11个考点，3428个
考场。

据悉，在今年我省合格考试中，海口报考政治
16400 人，物理 14864 人，地理 13919 人，生物
13140 人，化学 15077 人，历史 14564 人，技术
13847人。海口全市将设11个考点，分别是海南
中学高中部、海南省农垦中学初中部、海南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高中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海口市
第一中学高中部、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琼
山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海口市琼
山侨中初中部、海口市第二中学高中部和海港学
校。共计3428个考场。

今年的合格考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启动以
来，组织的第二次学业水平测试合格性考试。考
生可根据学校的教学安排和个人的学习进程，在
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信息技
术和通用技术合卷）7个科目中选择不超过3个科
目参加合格性考试。合格性考试成绩分合格、不
合格两个等级呈现。万宁开展防范和打击

非法集资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万城5月28日电（记者袁
宇）5月28日，万宁市开展2019年防
范非法集资主题宣传月活动，同时还
举行了“诚信建设万里行”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共发
放了5000余册宣传资料。

据介绍，万宁市2019年防范非法
集资主题宣传月活动以“携手筑网，同
防共治”为主题，旨在通过活动加强源
头防控，提高人民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

据介绍，万宁市将加强对涉嫌非
法集资广告的监管，有效遏制非法集
资广告宣传和变相宣传行为。加强对
P2P网络借贷、投资公司等机构中涉
嫌非法集资行为的监管和预警，及时
封堵不良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