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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20日召開前海工作會議，深圳市
委書記王榮在會上表示，前海開發當前最
迫切的工作就是要在中央層面上要政策。
深圳市長許勤透露，深圳將加快成立前海
開發公司，該公司是前海管理局下屬國有
獨資公司，將承擔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
作區土地一級開發、二級開發等職能，是
集建設、投資、融資功能於一體的平台公
司。

【本報記者黎冬梅深圳二十日電】

■海南加強房產監管

簡訊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日電】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廳廳長歐真志今天在廣州召開的全省行政機關公務員
管理工作會議上表示，公務員分類管理和聘任制改革取得新
突破，今年擴大試點範圍。

歐真志說，深圳市公務員分類管理改革和聘任制試點取
得階段性成果，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認為工作
決心很大，系統設計比較好。佛山市順德區緊密結合 「大部
制」機構改革和 「簡政強鎮」事權改革的實際，制定實施方
案，出台配套辦法，首次公開招錄聘任制公務員51名並順
利入職，聘任制公務員管理工作正式入軌運行。南海區公務
員分類管理改革試點工作進展順利。

歐真志表示，今年改革創新，全面推進考錄工作再上新
台階。擴大試點範圍，深入推進公務員分類管理改革和聘任
制試點工作。深化大規模培訓，提升公務員隊伍的整體能力
和素質。

【本報記者毛麗娟深圳二十日電】針對近日引起
熱議的 「安信毒地板門」，深陷其中的萬科集團今日
召開新聞發布會，稱已對此事進行內部調查、萬科內
部如存在 「內鬼」將採取 「零容忍」態度。萬科承諾
，若檢驗結果表明地板有毒，萬科將為業主全部免費
更換地板。

萬科董秘譚華杰承認萬科使用一些安信的產品
。他說，萬科已就此進行內部調查，約談涉及安信
地板採購、安裝的同事，並多次聯繫報料人但始終
聯繫不上。目前仍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安信地板存在
甲醛超標。萬科已將第一批覆檢產品送到上海質監
局進行檢測，第一批檢測報告將在 2 月 27 日前後得
出。

譚華杰表示，關於此次事件萬科通過內部調查得
出的初步結果是，萬科不存在 「內鬼」幫助安信逃避
檢查的問題，暫無證據證明 「萬科內部員工和安信地
板勾結」的爆料屬實。如若最終查出存在 「內鬼」，
萬科將對員工舞弊行為 「零容忍」，直接移送司法機
關。

萬科使用安信地板的樓盤共有29座，分布於16
城市。萬科總裁郁亮透露，涉及金額1.3億元。郁亮
稱，一經檢查如果地板確實存在質量問題，那麼萬科
將負責，為業主全部免費更換地板，另外還會賠償業
主如誤工費、臨時安置費以及由此產生的其他相關費
用。

倘有毒為業主免費更換
萬科主席王石 18 日在個人微博上表示： 「一旦

發現產品有問題，萬科將承擔全部責任，維護消費者
權益。即使1%差錯，對消費者就是100%。」

至於此次 「毒地板」風波的教訓，郁亮坦言，事
件發生後，萬科向沃爾瑪等大型企業就採購控制風險
進行了請教。他認為本次事件將會提高整個行業對質
量問題的關注。

郁亮還公布提升質量管控的措施：加大質量檢
查力度；加快室內環境實驗室的建設，上半年投入
使用。

郁亮表示，雖然本次事件對裝修房挑戰很大，但
萬科認為如果客戶自己也無法解決此類問題，萬科顯
然更有能力解決，因此萬科還將把精裝修堅持下去。

【本報訊】富士康科技集團20日宣布，自2月1日起，集團
全面調升大陸各廠區基層員工的基本薪資，並根據員工所工作地
點（園區）的不同、工種的差異及技能水準的高低加薪幅度為
16%至25%。同時，富士康承諾，在加薪的同時，將逐步降低員
工加班時數。

據中新社報道，此次加薪是富士康自 2010 年以來的連續第
三次大幅加薪。其中深圳地區基層員工的基本薪資已由三年前的
900元人民幣基本薪資調升為目前的1800元起，考核後升至人民
幣 2200 元以上。富士康大陸各園區基層員工的基本薪資已遠高
於各地政府法定最低工資標準之上。

富士康同時宣布，在調升薪資的同時，為了讓員工有更多的
休閒時間，集團還對加班時間進一步管控。

承諾逐步降低加班時數
富士康相關負責人表示，在與諸多工會代表及客戶協商之後

，集團做出了減少基層工人加班時數及增加員工薪資水平的決定
，力爭讓員工在目前實施的新的加工制度下能夠達到或者超過原
來的收入。

針對降低加班時數的政策，富士康目前正在對大陸廠區100
餘萬員工進行宣導，並由工會、人力資源、黨團組織等相關部門
組成監管機構，確保此項加班管控制度的順利實行。富士康集團
表示，未來歡迎政府及社會各界對此進行監督。

回應毒地板萬科願負全責

粵公務員改革擴大試點

海南省住建廳今年將引導房地產的開發類型和空間布局
，逐步形成海口、三亞兩大中心，引導房地產開發結構調整
及產業升級。

今年海南省將制定房地產產品規劃建設標準和管理辦法
，加強房地產市場監管，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力度，
規範房地產市場秩序。重點發展度假酒店、度假村、遊艇、
療養、康體養生、風情小鎮等經營性房地產。適度發展高端
度假旅居型地產，滿足國內外高端需求，並培育和延伸房地
產業鏈，促進房地產產業結構優化，轉型發展。

（本報記者張曉陽）

記者在20日召開的全國野生動植物保護和自然保護區
建設管理工作交流會上了解到，近5年來，深圳投入林業相
關建設工程資金 40 多億元，規劃新建了 3 個自然保護區，
深圳市自然保護區面積佔國土面積的比重將達到 12.32%，
是廣東省的2倍。

據調查，目前深圳市共有陸生野生動物487種，野生植
物 2200 多種，設有 1 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即廣東內伶仃
島─福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目前正加緊開展大鵬半島、田
頭山、鐵崗─石岩等3個市級自然保護區的規劃建設工作。
這些保護區建成後，深圳市自然保護區面積佔國土面積的比
重將達到12.32%。

據廣東省林業廳統計，截至去年底，廣東已建成自然
保護區 270 個，總面積 123.15 公頃，佔全省國土面積的
6.85%。

近年，深圳市加快了自然保護區、濕地等野生動植物主
要棲息地或分布地的建設，啟動了生態風景林建設工程、林
相改造工程、深圳灣濕地恢復工程、自然保護區等林業重點
工程建設，生態環境不斷優化。 （本報記者王一梅）

佛山市高明區日前發生養殖場污染城市水源事件，該區
更合鎮合水水廠因取水口受污染而關閉。

高明水污染事件發生18日上午，當日上午約9時30分
，更合鎮合水水廠發現取水口水質異常。高明區成立現場處
置組，統籌開展事件處置工作。

經索源檢查確認，污染源頭係水廠取水源河流上游一養
殖場，因其孵化池使用化學劑清洗時將污水排流出河流，使
水質遭到污染。

高明區表示，合水水廠取水口受污染事件未造成人畜因
飲用水中毒，事發當日造成更合鎮合水圩及附近約 1500 多
戶用水受影響，19 日合水水廠水源水質恢復正常並全面恢
復向用戶供水。 （本報記者黃裕勇）

【本報記者黃裕勇廣州二十日電
】華南美國商會公布，廣東省省委書
記汪洋獲美商會會員選定為 2012 年
「年度人物」、廣州市市委書記萬慶

良獲選為 「年度市級書記」。
美商會會長哈利．賽亞丁說，

在全球經濟困境重重的形勢下，在
廣東，尤其是廣州新設運營的企業
數量仍然持續攀升，希望藉此表示
商會會員投資者對廣東省和廣州市
領導的認可。

華南美國商會會員認為，汪洋自
2007年起擔任廣東省委書記。在其任
職期內，帶領廣東轉型升級搶先布局
新興產業，以粵港澳合作布新局；深
入推進 「雙轉移」工程，加速創新驅
動，掌握核心競爭力，帶動落後地區

發展、拓展發達地區空間；以 「共治
、共建、共享」推動 「小政府，大社
會」，為建設幸福廣東提供堅實落腳
點；努力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構
建一個多層次、全方位、保障基本生
存、滿足情感歸依、鼓勵自我實現的
民生體系。

至於把商會年度 「年度市級書記
」授予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主要是
因為自 2010 年至 2011 年年底擔任廣
州市市長後，廣州 GDP 增幅喜人，
後亞運時期經濟迅猛增長，帶動了產
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進一步增強了廣
州作為國家中心城市的商貿功能；成
功舉辦 「新廣州．新商機」系列活動
，為廣州跳躍式發展招商納才引智；
大力打造宜居城市環境。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二十日消息：國務院任免國家工
作人員，其中任命連維良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任命王保安為財政部副部長；任命胡存智為國土資源部副部
長；任命何亞非為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任命甘藏春為
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副主任；任命尹力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局長；任命付建華為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任命楊
建平、林武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副
主任；任命郜風濤為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任命張
越為常駐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代表。

免去貟小蘇的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職務；免去邵明立的衛
生部副部長、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職務；免去趙鐵
錘的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國家煤礦安全監察
局局長職務；免去郜風濤的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副主任職務；
免去張德霖的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職務；免去刁鳴
生的常駐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代表職務。

■深建3個自然保護區

■佛山發生水源污染

前海定位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在 「十二五」
期間上升為國家戰略，深港雙方對這塊 15 平方公里
土地寄予厚望，希望中央給出有別於內地的政策，主
要是放開資本流動限制，國內外資本要允許自由流動
，包括鼓勵金融服務業如證券、銀行、保險業，在前
海進行創新金融試驗。另外，社會團體、民辦非盈利
性組織及出版發行機構的註冊、影視傳播機構、電視
台的設立、媒體的註冊登記、基金的設立、銀行的開
辦、集資與募集資本的法規等方面都需要大大放寬政
策。據悉，前海在金融領域的一些特殊政策目前進展
良好，中央已表態支持。

深港聯手向中央爭取政策
據悉，為了使中央政策盡快在前海落地及爭取更

多的政策支持，深圳聯合香港在政策上下功夫，港深
雙方共同向中央爭取政策。

深圳市長許勤今天在前海工作會議上對下階段前
海建設提出六點加快：加快政策爭取；加快規劃審定
和完善；加快土地整備以及與區內已有業主溝通；加
快前海開發公司的成立；加快前海充分授權、封閉運

作的總體機制實行；加快法治制定以及體制的創新工
作。

記者了解到，前海開發公司的企業性質為國有獨
資公司，不設股東會，依照《公司法》建立股東、公
司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的決策、監督、執行法人
治理結構。預計註冊資本超過1億元，目前公司還處
於籌建階段。去年8月前海管理局在媒體上刊登招聘
廣告，在向社會各界招聘總經理，該職位實行聘任制
，簽訂勞動合同，職位試用期年薪約為65萬元。

綜合規劃已基本完成
前海管理公司的成立，預示前海開發將按照市場

化運作。許勤還強調，前海管理局是前海開發的項目
的運營主體、責任主體，避免出現項目等靠的怠慢現

象，避免運作上資金、資源、資產一體化市場機制產
生的問題，避免低產出項目落戶前海，要從產出規模
、投資規模，低碳綠色等多方面設立高門檻，吸引高
產出優質企業。

據介紹，目前前海綜合規劃已經基本完成，七個
專項規劃將於今年初陸續完成。累計清理完成區內土
地 38 萬平方米，為全面鋪開基礎設施建設和啟動項
目開發奠定了堅實基礎。前海的招商引資工作進展順
利，儲備了175個招商引資項目，明確意向的投資項
目累計達49個，意向投資金額達692.5億元。2011年
共有15家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入區。

王榮表示，今年上半年將排出一批項目開工，來
倒逼前海綠化和配套項目建設，進一步提升前海的整
體形象。

連維良任發改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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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萬科集團召開新聞發布會，稱檢驗結
果表明地板有毒，萬科將為業主全部免費更換地
板 網絡圖片

▲華南美國商會
以汪洋作為封面
人物

黃裕勇攝

▲富士康宣布，
全面調升大陸各
廠區基層員工的
基本薪資。圖為
富士康董事長郭
台銘與員工在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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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前海
綜合規劃已經
基本完成，七
個專項規劃將
於今年初陸續
完成。圖為前
海遠景規劃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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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連旱 雲南630萬人受災
二十日，雲南省陸良縣龍海鄉雨古村委會上雨古村民

小組的一名農婦在接近乾涸的蓄水池內挑水用於家裡的牲
畜飲水。入春以來，雲南 「三年連旱」的局面還在持續並
不斷加劇。據雲南省民政廳報告，乾旱已造成雲南省十三
州市六百三十一萬人受災。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