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任追
究制度，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实际，制
定本规定。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下
级人民政府和本级人民政府负有生态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生态
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适用
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生态环境保护考核
评价，是指对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的考核评价。

第三条 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
价和责任追究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考核评价按照客观公正、科学规
范、注重实效、社会参与、奖惩并举
的原则进行；责任追究坚持客观公
正、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
原则。

第四条 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
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指标体系实
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以及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等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目
标指标体系，并根据国家和本省关于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决策部署作相
应调整。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指标体系主要
包括生态环境质量、资源利用效率、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环境治理能力、
应对气候变化、绿色生产生活、公众满
意程度、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
等方面的指标。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资源环境禀赋等因素，以及部
门所负有的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
责，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
由生态环境、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
划、农业农村、水务、林业、统计、财政
等部门组成的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
机制，负责具体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考
核评价工作。

第七条 有关人民政府及负有生
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
每年对上一年度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完
成情况进行自评，并向负责考核评价
的人民政府提交自评报告。

第八条 负责考核评价的人民政
府根据下级人民政府及本级人民政府
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的自评报告，采取调阅资料、调研座
谈、问卷调查、现场核查等方式对其生
态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进行核实核
证，并结合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结果，综
合评价提出考核评价等级划分、整改
要求、考核结果处理等。

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结果划分
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由负责考核评价的人民政府向社会公
开。

考核评价工作应当采取多种形式
听取有关专家、人大代表、公众等各方
面的意见。考核评价工作可以委托第
三方机构协助开展。

第九条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考
核评价结果不得确定为优秀等级：

（一）因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不

力、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被国家或者省
通报的；

（二）对本省在国家生态环境保护
相关考核中不合格负有责任的；

（三）不履职或者工作不力，导致
发生因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引发群体性
事件的；

（四）因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被提起
诉讼并被人民法院判决败诉或者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考核评价

结果确定为不合格等级：
（一）未完成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的；
（二）因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

行业存在突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或者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不力被国
家作为典型案例通报的；

（三）不履职或者工作不力，导致
发生特别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或者特别
重大生态破坏事件的；

（四）存在瞒报谎报、篡改数据、伪
造资料等行为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因重大自然灾害等非人

为因素导致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未完成
的，经负责考核评价的人民政府核实
后，对考核评价结果进行综合判定。

第十一条 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对
被考核评价的人民政府、部门及其负
责人综合考核评价及责任追究、奖惩
任免、离任审计、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安
排等的重要依据。

第十二条 对考核评价结果为优
秀等级的，予以通报表扬，并在生态环
境保护资金安排和干部职务职级晋
升、评优评先上优先考虑。

对考核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等级
的，予以通报批评，约谈其主要负责
人，提出限期整改要求，并按照相关规
定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第十三条 未完成生态环境保护
目标的地区，一年内暂停审批该地区

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对未完成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人
民政府及其负责人和负有生态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负责人，
实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一票否决
制，取消年度考核评优评先资格。

对未完成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人
民政府及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的主要责任人，一年内不
得提拔使用或者转任重要职务，并依
法予以处分。

第十四条 负责考核评价和被
考核评价的人民政府、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在考核评价工作中不履行或者
不正确履行职责、滥用职权、徇私舞
弊、瞒报谎报、篡改数据、伪造资料
等，由其上级机关，任免机关、单位或
者监察机关按照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
人员的责任，并将相关信息纳入政务
失信记录。

第十五条 实行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违背科学发展
要求、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
的有关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主要
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包括在职、调离、
提拔或者退休的人员），应当严格追
究责任。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
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发现存在应当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情形的，应当按照职责依法对生态环
境和资源损害问题进行调查，在根据
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同时，
对相关责任人应负责任和处理提出建

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有关材料移
送其上级机关，任免机关、单位或者监
察机关按照规定追究责任。

司法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损害
等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应当追究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情形的，应当向相
关责任人的上级机关，任免机关、单位
或者监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综合运用听取审议报
告、执法检查、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
查等方式，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及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工作的监督，
发现存在应当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情形的，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处
理建议。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处理建
议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常务委员会提交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第十八条 有关人民政府及负有
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
考核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负责
对其考核评价的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
诉。负责考核评价的人民政府应当受
理并进行处理。

有关人民政府及负有生态环境保
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责任追究决
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责任追究决
定的机关和部门提出书面申诉。有关
机关和部门应当依据相关规定受理并
进行处理。申诉期间，不停止责任追
究决定的执行。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本规定制定生态环境保护考核
评价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规定
（2022年11月3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133号

《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规定》已由海南省第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22年11月30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11月30日

2022年11月30日，海南省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
南自由贸易港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
和责任追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一、出台《规定》的意义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自由

贸易港最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南生态环境
保护，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海
南“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把生态文明
建设作为重中之重”。《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专门设置“生态
环境保护”一章，明确要求“海南自由
贸易港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
核评价制度”“海南自由贸易港实行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结合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际需要，进一
步健全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
和责任追究制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要求以及海南自
由贸易港法的重要举措，是高质量高
标准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
必然要求。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二十条，采取“小切口”

立法形式，聚焦“谁来考、考核谁、考什
么、怎么考、结果怎么用、责任如何追
究”等关键问题，率先在全国通过立法
对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
制度作出规范，构建自由贸易港建设
背景下全新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指标
体系，重点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考核评价的主体和对

象。一是规定考核评价的主体为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由相关部门
组成的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机
制，负责具体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考
核评价工作。二是规定考核评价的
对象为下级人民政府及本级人民政
府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

（二）明确考核评价的内容和程
序。一是根据中央有关政策文件、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对生态环境
保护各领域工作提出的考核要求，紧
紧围绕生态一流、绿色低碳的自由贸
易港建设，《规定》构建了一套包括生
态环境质量、资源利用效率、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格局、环境治理能力、应
对气候变化、绿色生产生活、公众满

意程度、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情况
等方面全新的目标指标体系。二是
充分考虑到各市县主体功能定位、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禀赋等因
素的不同和各部门职责的差别，《规
定》要求实行差别化考核评价。三是
为了体现考核评价程序公开透明，
《规定》明确考核评价工作应当采取
多种形式听取有关专家、人大代表、
公众等各方面的意见，可以委托第三
方机构协助开展工作，考核评价结果
向社会公开。

（三）明确考核评价结果的确定和
运用。一是《规定》将考核评价结果
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
等级，并以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为要求，综合考虑主客观原

因、过罚相当等各方面因素，明确不
得确定为优秀和不合格的各类情形。
二是为了充分发挥考核评价“指挥
棒”“助推器”作用，强化考核评价结
果运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规定》
将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对被考核评价人
民政府、部门及其负责人综合考核评
价及责任追究、奖惩任免、离任审计、
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安排等的重要依
据，并对考核评价结果为优秀等级和
不合格等级的情况分别作出相应的奖
惩规定。

（四）细化责任追究。在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基础上，《规定》进一步细化
完善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措
施。一是对未完成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的有关政府、部门及其负责人实行环

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一票否决制，取
消年度考核评优评先资格。二是实行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明确
追责程序。三是对在考核评价工作中
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瞒报谎报、篡改数据、伪
造资料等进行责任追究。

（五）加强人大监督。《规定》通过
增强人大监督的刚性和权威性，进一
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
任追究工作提质增效，明确县级以上
人大常委会综合运用听取审议报告、
执法检查、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
等方式加强监督，并要求政府应当在
收到人大提出的处理建议之日起三
个月内向常委会提交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

立法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制度
——《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和责任追究规定》解读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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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

产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中山南路西，面积

433.36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参考价：363.57万元，竞

买保证金：60万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拍卖时间：2022年12月20日17:00。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标的展示及办理相
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12月19日17:00止。报名
地点：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缴
纳保证金时间：以2022年12月19日12:00前到账为准。收取竞买
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铁桥支行；账号：1010898890019914。缴款用途处
须填明：“〔2022〕琼0107拍委3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

某某缴纳）。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

人自行办理，办理过户过程中所涉及的买卖双方所需承担的一切

税、费和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由买卖双方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各

自承担。土地用途为住宅，权属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

权类型为划拨地（详情见土地评估报告），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按照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土地过户的相关规定自行补交土地

出让金后持法律文书完成过户手续。特别提示：拍卖标的登记在第

三人名下，可能涉及两次更名过户手续，各竞买人应自行向不动产

登记机关及税务机关了解本标的最终完成过户需缴纳的税费情况

后参与本次竞拍。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98868 1351989288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873365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琼0107拍委3号

经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委托，由我公司对下列涉案需变现财
产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中山南路西，面积
374.3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参考价：288.2万元，竞买保证金：45万
元。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

拍卖时间：2022年12月20日16:00。拍卖地点：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标的展示及办理相关
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12月19日17:00止。报名地
点：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景花园听涛居15A。缴纳
保证金时间：以2022年12月19日12:00前到账为准。收取竞买保
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开户行：海口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铁桥支行；账号：1010898890019357。缴款用途处须
填明：“〔2022〕琼0107拍委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

某缴纳）。标的情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
自行办理，办理过户过程中所涉及的买卖双方所需承担的一切税、
费和所需补交的相关税、费由买卖双方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各自承
担。土地用途为住宅，权属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使用权类型
为划拨地（详情见土地评估报告），拍卖成交后由买受人按照海口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土地过户的相关规定自行补交土地出让金
后持法律文书完成过户手续。特别提示：拍卖标的登记在第三人名
下，可能涉及两次更名过户手续，各竞买人应自行向不动产登记机
关及税务机关了解本标的最终完成过户需缴纳的税费情况后参与
本次竞拍。

拍卖机构电话：0898-68598868 13519892888
委托方监督电话：0898-65873365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22〕琼0107拍委2号

关于琼海市龙江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工程地块规划条件确定的公示

《龙江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地块规划控制指标确定的
认证技术报告》已编制完成，E-01地块位于镇区规划范围东南侧，
用地面积1387㎡，用地性质确定为排水用地，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
率≤1.0，建筑密度≤20%，建筑限高≤12米，绿地率≥30%。为征求
利害关系人和公众意见，现按程序进行公示。一、公示时间：30日
（2022年12月5日至2023年1月3日）。二、公示地点：琼海市龙江
镇人民政府（http://qionghai.hainan.gov.cn/zfxxgkzl/xz/ljz/
gkml/）、海南日报和用地现场。三、公示意见反馈方式：（一）电子
邮件请发送到ljzrmzf@126.com。（二）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龙江
镇人民政府党政综合办公室；地址：海南省琼海市龙江镇万泉街9
号；邮编：571446。（三）意见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
视为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
方式。四、咨询电话：0898-62620051，联系人：李能才。

琼海市龙江镇人民政府 2022年12月5日

大华·锦绣四季项目位于海口市西海岸南片区，项目于2022
年10月通过审查。该项目装配式建筑方案经海口市住建局批准，
现按规定给予不超过装配式建筑面积3%的面积奖励，奖励面积
6088.06m2。根据装配式建筑面积奖励要求，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
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12月5日至12月16
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
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
（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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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69，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12月2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大华·锦绣四季项目规划公示启事

遗 失

典 当

●海口龙华唯立信手机商行遗失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

通信费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

收据，编号：04341408，金额：5000

元，声明作废。

●琼海市潭门镇养老服务中心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50835601，特此声明作废。

●儋州华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符佳佳遗失海南信兴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买上汽大众（新

帕）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凭

证一张，凭证号：0004431，金额：

3000元，声明作废。

●符佳佳遗失与海南信兴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签订的购买上汽大众

（新帕）汽车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编

号：0001300，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白沙万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本

公司股东会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

从1000万元人民币减至100万元

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

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

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特此公告。

海南华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第221205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2年12月12
日10:30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按
现状第三次公开拍卖：委托人处置
的库存商品、半成品、原材料和周
转材料等存货资产。标的展示时
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12月
11日17:00时止。参考价：14.81
万元，竞买保证金：3万元人民币。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12月11
日17:00时之前来我司了解详情
并办理竞买手续。公司地址：海口
市秀英区丽晶路9号丽晶温泉海
景 花 园 听 涛 居 15A，电 话 ：
1351989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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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电话：
88558868，13518885998。

长期收购未解决的执行疑难案件
房产民事案件15595697602李律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拍卖公告

减资公告

商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