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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特约记者$%

"$月%&日# 今年第'

号热带风暴 $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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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67#在
南海南部生成# 将给南海南部海域和
我省四周海面带来强风& 但$帕卡%距

离本岛较远#对我省陆地影响小&

据气象部门监测#(&日')时#热带
风暴$帕卡%中心位于北纬&*+度#东经
''(*)度# 也就是在南沙群岛西南部附
近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级#风
速达到',米-秒#.级大风范围半径'//

公里& 预计未来),小时内#这个风暴中
心将在原地摆动#强度维持#以后将缓
慢向西北方向移动&

另外#$月$'日将有冷空气南下影
响我省#受$帕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
响#北部湾海面'琼州海峡和本岛西部

海面夜间起风力0级1阵风.级(本岛东
部和南部海面后天白天起风力0级1阵
风,级(西沙'中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0

级1阵风.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

级1阵风&级#其中$帕卡%中心经过的附
近海面旋转风,级#阵风&2'/级&

省气象部门提醒海上过往和作业
船只及有关部门需加强警惕# 注意关
注$帕卡%的最新动向#及时做好防范&

据悉#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省
气象台专门设置 $气象服务保障专
栏%#及时发布会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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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松林
在会上作了动员讲话&会议由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常辅棠主持&省文体厅厅
长范晓军宣读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
)海南省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
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

在整体部署方面#)海南省第一
批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
实施方案*

!89:;$<=%#提出#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所属的非时政类
报刊出版单位# 全省文化' 艺术'生
活' 科普等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

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行业性报刊出版
单位#隶属于企业法人的报刊出版单
位#要先行转制& 鼓励和支持其他非
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申请先行转制&

先行转制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
(/'(年+月底前完成改革任务&晚报'

都市类报刊不同于一般非时政类报
刊#承担着重要舆论引导职能#暂不
转制(财经类报刊出版单位经批准可
进行转制#改制方案另行单独报批&

鼓励和推动以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等党报所属的非时政类报刊以及
实力雄厚的行业性报刊出版单位为
龙头#对本区域本行业的报刊资源进
行整合#培育形成大型综合性或专业
性报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引导和鼓

励非时政类报刊出版企业加入大型
报刊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中不具
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原则
上不单独转制#区别不同情况#并入
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予以注销&

党政部门主管主办' 用于指导工作'

面向本系统发送的非时政类报刊#转
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或并入党报党
刊出版单位和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
业&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
非独立法人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编辑
部#中央将另行制定具体改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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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主管主办单位资质和职责的

要求#报刊出版单位与主管主办单位应
是隶属关系而不是挂靠关系#主管主办
单位须切实担负起管导向' 管干部'管
资产的职责&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核报
刊的主管主办单位资质&不具备资产重
组条件的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制
后原主管主办关系暂不变&探索建立主
管主办管理体制和出资人管理体制有
机衔接的工作机制&

严格市场准入#除经批准上市融
资外#对社会资本的境外资本进入要
按照)国务院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
化产业的若干决定*

&>?

'())*+,)

@#的有关规定执行&

凡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和不再
保留报刊出版单位建制的#由主管主
办单位向省新闻出版部门提出申请#

报新闻出版总署注销报刊#并负责做
好资产财务清算'人员分流安置和注
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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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要求方面#)方案* 要求#

对具有独立事业法人的报刊出版单
位#要按照完成清产核算'核销事业
编制'注销事业单位法人'进行企业
工商登记注册'与在职职工全部签订
劳动合同'依企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
等规范程序进行转企改制&

对具有事业和企业双法人的报
刊出版单位# 要按照完成清产核算'

核销事业编制' 注销事业单位法人'

与在职职工全部签订劳动合同'依企
业办法参加社会保险等程序进行转
企改制&

对登记为企业法人但转企改制
尚未到位的报刊出版单位#要补办完
成规范转企改制所必要的工作程序#

真正完成转企改制任务&

对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时政
类报刊编辑部# 不能独立转企改制#

原则上予以撤销# 确有价值保留的#

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

对科研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主
办的非独立法人科技期刊'学术期刊
编辑部#按照中央另行制定的具体改
革办法实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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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建省以来#我省非时政类报刊不
断发展壮大#但是与全国的现状一样#

存在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分散'结
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

据了解# 目前全省有报刊总数+&

家和报刊出版单位+.家# 其中报刊总
数和报纸出版单位'.家# 期刊总数)(

家和期刊出版单位)/家& 其中事业法
人($家#企业法人'$家#非独立法人编
辑部($家&

我省的非时政类报刊与全国的现
状一样#存在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
分散'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突
出问题& 以期刊以例#我省)(家期刊的
期发量加起来只有约+$万册#总资产只
有(0//多万元#而甘肃的)读者*杂志月
发行量约,//万册#总资产逾'/亿元#发
行量是我省全省期刊发行量的十多倍#

总资产更是高出二三十倍&

海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松
林提出#从世界传媒业发展的历史看#

资源重组'并购是做大做强传媒业的重
要手段和主要途径& 随着非时政类报
刊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报刊业将出现
新的发展格局#我省报刊业也应加快体
制改革和资源整合步伐#尽快实现报刊
产业的超常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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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今年将选拔'0名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人员&:;$rs%tu(

#及$+名海南
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vw%

tu#

#这是记者$月(&日从海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的&

据了解#此次选拔范围是全省除党
政军群机关和参照国家公务员进行管
理的事业单位外的各类单位&中央驻琼
企事业单位可参加$省优%专家的选拔#

但不参加$特贴%专家的选拔& 在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等岗位和在工农业生
产第一线做出突出贡献#其业绩'成果
和贡献为同行和社会认可的专业技术
人才'高技能人才#都可以申报&

省人社厅提醒申报者#选拔工作文
件及附件的电子版#可登陆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后进入 $下载专区%

下载& 各市县'省直各行业主管部门应
于)月$/日前将推荐材料报送省人社厅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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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做好博鳌亚洲论坛
(/'(年年会环境服务保障工作# 为论
坛年会的圆满召开创造干净'卫生'优

美的城乡环境#$月('日至($日# 省环
境整治办会同省文明办' 省卫生厅分
为东线'中线和西线三个督查组#对全
省的环境整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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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博鳌亚洲论坛(/'(年
年会安全保卫工作指挥部了解到#目
前#论坛安保工作在公安部#省委'省
政府的指导下有序开展& $月(&日上
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公安厅长
贾东军实地检查博鳌亚洲论坛安保
工作#发布论坛年会安保工作全面进
入临战状态动员令&

贾东军要求全省公安机关和参
战民警'武警官兵要充分发扬博鳌亚
洲论坛安保十年的成功经验和优良

传统#全警动员'全力以赴#严阵以待#

落实工作措施#狠抓论坛年会各项安
保工作措施的落实&

目前#博鳌地区安保参战民警和
武警官兵全面加强了论坛主会场和重
点地区'部位的安全保卫工作& 博鳌
地区各公安检查站公安特警'交警()

小时全天候检查过往人员'车辆(消防
官兵严阵以待#随时听候命令快速处
置各种火情#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全
省公安机关加强巡逻防控工作#重点
打击街头$两抢%'全力净化社会面#创
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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