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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加快推进“多规合一”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琼海昌江《总体规划》
南国都市报 5 月 20 日讯（记者 孙学新）
今天上午，省长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加快推进
“多规合一”工作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
并 原 则 通 过 了《琼 海 市 总 体 规 划（空 间 类
2015-2030）》、
《昌江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他强调，各市县要认真贯彻
落实新发展理念，在海南省总体规划的约束
指导下，
加快推进
“多规合一”改革，
科学编制
完善市县总体规划，
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
根据全省“多规合一”改革工作部署和
《海南省总体规划 （空间类 2015-2030）》
的有关要求，目前我省“多规合一”改革进
入市县总体规划审查阶段。市县总体规划审
查工作由省“多规办”负责，组织省政府职
能部门组成审查工作组进行审查。今天会议

明确了 《市县总体规划审查工作规则 （试
行）》，对审查工作程序、审查的重点内容
进行规范。
会议分别听取琼海市、昌江县关于本市
县总体规划编制情况的汇报，以及省“多规
办”提出的审查意见。研究提出了两个市县
进一步修改完善总体规划的意见和建议。
刘赐贵指出，市县“多规合一”工作是
省域“多规合一”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在全省总体规划约束指导下基本构建各市县
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态红线和开发
边界，化解不同规划用地冲突重叠等矛盾，
并制定相应的空间管控措施。各市县要认真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严格按照审查工作规
则的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市县“多规合

一”，与全省总体规划有机衔接，描绘好全
省一张蓝图。
刘赐贵强调，各市县要高度重视和强调
规划的严肃性，编制要十分严谨规范，严格
执行，依法推进；要加大地方立法对“多规
合一”的规范支持，形成有效的法律约束；
要逐步设立各级“多规合一”委员会，加强
对“多规合一”执行情况的督查，建立实时
信息管控机制和问责机制。
刘赐贵指出，市县总体规划通过后，关
键在于执行落实，在有力管控的同时推动市
县更好地发展，切实将“多规合一”改革的
成效体现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成果
上。“多规合一”改革实质是简政放权，要
以改革精神推动市县“多规合一”的落实，

房地产开发企业

我省自 6 月 1 日起

放开液化石油气销售价格
南国都市报 5 月 20 日讯（记者 王子遥）
经省政府同意，省物价局于近日发出通
知，决定自 6 月 1 日起全面放开我省液化石
油气销售价格，液化石油气一级市场批发
价格和二、三级市场销售价格由液化石油
气经营企业根据经营成本、市场供求情况
和竞争状况自主制定。目前，我省液化石
油气经营企业众多，市场竞争比较充分，
放开液化石油气销售价格是适应市场经济

发展需求，充分发挥市场决定价格作用。
记者从省物价局了解到，为维护液化
石油气正常的市场价格秩序，放开液化石
油气销售价格后，价格主管部门将加强对
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落实明码标价制度的
监管，加大对价格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同时加强价格监测预警，及时向社会公开
液化石油气市场价格信息，当价格发生异
常波动时采取干预措施。

通知要求，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应做
好明码标价工作，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
示销售价格、装量、送气服务收费标准等
信息，不得在标价之外加收其他费用，自
觉接受价格主管部门和社会监督。
通知还强调，燃气协会要发挥行业力
量，加强行业监督和价格自律，促进液化石
油气经营企业合法、诚信经营，做好产销衔
接，
确保市场供应，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省政府出台意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大学生可保留学籍休学创业
南国都市报 5 月 20 日讯（记者 孙学新）
省政府 20 日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以进一步优化全省
创业创新环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活力。
《意见》提出，
为鼓励大学生创业，高校应实施弹性学制，
放宽学生修业年限，
可保留学籍休学创业。
《意见》要求，将进一步简政放权，如完
善涉企收费目录管理制度，继续贯彻落实涉

省公务员考试
笔试成绩出炉
南国都市报 5 月 20 日讯（记者 孙学
新）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省公务
员考试笔会综合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陆
省人社厅官网或拨打电话查询。
省 内 直 接 拨 打 12333、省 外 拨 打
0898-12333 咨询热线电话进行成绩查
询。考生拨通咨询电话后，按“1”进入公
务员考试成绩自动语音查询系统，根据语
音提示，输入考生身份证号码即可进行成
绩查询。在查询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可
按“0”转人工服务。12333 咨询热线提供
24 小时自动语音服务。
笔试合格分数线按省级机关、少数民
族市县（东方、五指山、乐东、陵水、昌江、
保亭、琼中、白沙）和其他市县分别划定：
省级机关的笔试合格分数线为 55 分（含
55 分）；少数民族地区市县的笔试合格分
数线为 45 分（含 45 分）；其他市县的笔试
合格分数线为 50 分 （含 50 分）。

在改革创新上有更多更大的作为，拓展发展
空间，提升发展效益；要推动产业向园区集
中集聚发展，严格把控园区的边界、环境评
价等要求，严把项目关口，提升园区的亩产
效益；要更加注重集约节约空间和土地资
源，高度重视十二个重点产业的招商引资，
促进产业向高端高效发展，推动海南跨越高
污染、低效益的发展阶段；要在“多规合
一”中加快推动“美丽海南百千工程”建
设，以各个特色产业小镇和美丽乡村的打造
促进就地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促进地方特
色产业的发展。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毛超峰，副省长
李国梁、王路、陆俊华，省军区领导李谷
建，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出席会议。

企收费有关减免政策。进一步放宽企业住
所登记条件，简化住所登记手续；继续开展
电子营业执照试点，积极推动企业设立、变
更、注销等登记业务全程电子化管理服务。
鼓励科技人员、高校大学生创业。为符
合条件的创新创业人才创办企业提供启动
资金，完善医疗、住房、税收等相关优惠措
施；加大对科技人员创业的支持，鼓励高等
学校、科研院所增设科技成果转化岗位，允

许拥有科技成果的教师和科技人员在一定
期限内离开原岗位专职创办企业，允许教师
兼职参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高校实施弹
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在校大学
生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业；将学
生开展创新实验、发表论文、获得专利和自
主创业等情况折算为学分，将学生参与课题
研究、项目实验等活动认定为课堂学分，建
立创业创新档案和成绩单。

三级资质核准审批权限
下放至市县主管部门
南国都市报 5 月 20 日讯（记者 党朝
峰）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为切实做到再
放、再砍、最大限度地简化行政审批，进一
步改善我省建设投资环境，省住建厅决定
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下放、调整部分行
政审批事项。
据悉，此次涉及部分行政审批事项主
要包括：
一、取消“工程质量检测单位资质认
定”审批事项中的“建筑外门窗物理性能检
测资质核准”、
“ 建筑节能检测资质核准”2
项资质的审批。同时，规范“见证取样检
测”的审批内容。对“平、立安全网检测、密
目式安全网检测、安全帽检测、脚手架钢管
检测、钢管脚手架扣件检测、电线电缆检
测、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检测”等不属于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1 号）中规定的审批
内容，
一律取消审批。
二、
“ 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资质核准”
的审批权限下放至各市县房产主管部门。
三、
“注册结构工程师和其他专业勘察
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核准”由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调整为其他权力事项。

6 月 8 日至 11 日将在定安

举行乡村旅游文化节

关注第八届海南书香节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来海南高校谈财政热点
南国都市报 5 月 20 日讯（记者 许欣
通讯员叶保粲）受第八届海南书香节组委
会的邀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
希于 5 月 20 日上午走进海南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开“财政热点解析”主题报告会。
谈及“营改增”，他认为不能“为改
而改”，全面“营改增”这项工作不在于
是否能按照预定时间完成，关键要看实际
效果。应当有一个机动灵活的调整机制，
出现了新情况、新变化就要适当调整节
奏。谈及“减税”，他认为“减税”不能
代替改革，加重企业负担的不在于税，而
是在其他方面的成本。这些成本是体制环
境造成的，减税也对冲不了。应真正转变

政府职能，转移到加强有效的监管和服务
上来，为企业、投资者、创业创新者真正
提供最有利的发展环境。不能只为解决眼
前困难去实行减税政策。对于企业来说，
遇到困难和压力才去转型升级，否则，结
构调整就会受阻。
在活动现场，刘尚希还将财政理论发
展与财税改革热点相结合，分别对土地财
政、个税、房产税等热点问题进行了解
答。此乃第八届海南书香节名家海南行系
列活动之一。旨在让海南读者与学术大家
近距离接触，聆听名家的阅读体验和学术
生活，丰富全民阅读的内涵和维度，进一
步推动我省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

南国都市报 5 月 20 日讯（记者 王子
遥 胡诚勇）20 日，记者从 2016 年（第四
届）海南乡村旅游文化节暨海南（定安）端
午美食文化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的乡
村旅游文化节将结合海南（定安）端午美食
文化节，
于 6 月8 日至 11 日在定安县举行。
据介绍，
本届乡村旅游文化节由省旅游
委和定安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全域海
南 幸福家园—— 海南热带乡村休闲游”
为
主题，由包括在定安举行的 2016 第四届海
南乡村旅游文化节暨海南（定安）端午美食
文化节开幕式、2016 海南乡村美食及旅游
商品展销会、海南省“全域旅游与美丽乡村
建设”
主题论坛和海南热带乡村旅游季等四
大活动板块构成。其中开幕式活动将于 6
月 8 日上午 9：00-9：40 在定安天九美食文
化广场举行，
开幕的同时还会有精彩的文艺
表演、精品乡村游线路发布等多项内容，8
日和 9 日晚上，在天九美食文化广场，还
会举办精彩的琼剧等民俗文化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