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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春暖海南$ 在送别了难忘

的
"''%

年#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

为国家战略之后# 我们又迎来了省四届

人大三次会议和政协海南省五届三次会

议的隆重召开$ 来自全省各地的代表%委

员们欢聚一堂# 共同为海南的改革发展

出谋献策# 共同为海南的美好明天规划

蓝图$ 让我们对两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

祝贺&

今年的两会肩负着特别的历史使

命$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是

继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后海南发展史上又

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它不仅充

分体现了中央对海南的亲切关怀和大力

支持# 更为海南加快发展带来了重大机

遇#掀开了海南改革发展的新篇章$在此

重要时刻召开的两会# 将集中全省人民

的智慧#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

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为国

际旅游岛建设规划长远目标# 部署当前

工作$同时#两会还将审议和通过政府工

作报告%审查和批准海南省
"''%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与

海南省
"'#'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审查
"''%

年海南省和省本级预算执

行情况的报告及批准
"''%

年省本级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与
"'#'

年省本级预

算!书面"#审议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常

委会工作报告#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等$ 内容非常丰

富#也非常重要$我们期待各位代表委员

热情参与#积极献言献策#共同取得丰硕

成果$

刚刚过去的
"''%

年#是海南发展史

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里#我们不仅

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经济

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取得显著成绩#还

奋力争取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

家战略#为海南的科学发展%长远发展奠

定了重要基础$ 一年来#在党中央%国务

院的关怀%支持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 全省上下齐心协力# 抢抓机

遇#主动作为#使全省经济社会继续保持

平稳健康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速度%结

构%质量%效益同步提升#综合经济实力

明显增强$政府强农%惠农力度进一步加

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取得突出成效# 海南航天发射

场%中海油
*'

万吨甲醇和精细化工等一

批支撑海南长远发展的大项目相继开

工)省直管市县%农垦改革等重点改革继

续深化#体制优势进一步凸现)改善民生

不断有新举措%新进展#群众得到更多实

惠)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社会保持和

谐稳定$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让

海南倍受外界瞩目#全省人民倍感振奋$

这些成绩的取得 #是省委 %省政府

正确领导的结果 #也是人大 %政协正确

履行职责和大力支持帮助的结果#凝聚

着全省人民的心血和汗水$ 我们不能忘

记 #一年来 #各级人大代表和全体政协

委员#充分代表人民意愿 #恪尽各自职

责# 切实履行职能# 积极建言献策#团

结协调各方力量 #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

大局#为全面推进我省各项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围绕省委重大

工作部署 # 以立法促进科学发展观落

实 #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注重海

南特色和立法质量#在推进重点领域改

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改善民生

等立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共审议通

过和批准了
"#

部地方性法规#对
#)

件

国家法律及法律性决定草案提出了修

改意见 #为深化改革开放 %促进经济社

会协调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 同时#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突出重点%讲求实

效的思路#加强依法监督%重点监督#以

监督服务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大局$他

们针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人

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和法律实施中的难

点确定监督工作任务#卓有成效地展开

了一系列的执法检查 %代表视察 %听取

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等监督活动#提高

了监督实效#切实履行了宪法和法律赋

予的职责$省政协在中共海南省委的领

导下# 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紧紧围绕省委% 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团

结各界人士 #凝聚各方力量 #认真履行

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充

分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

服务大局的作用#为推进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献计出力#为 *保增长 %保民生 %

保稳定+建言献策$ 自政协海南省五届

二次会议以来#省政协共收到委员的提

案
&')

件#立案
!"(

件#截至
"''%

年
#"

月底#已全部办复$去年#在国际金融危

机的大背景下#省政协组织和动员各族

各界人士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 #开展了

一系列议政和调研活动#较好地增强了

服务大局的实效#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

定作出自己的贡献$

新的一年#新的期盼$ 海南国际旅游

岛建设的序幕已经拉开# 我们肩负的责

任重大而光荣$ 今年是国际旅游岛建设

的开局之年%起步之年#也是实施*十一

五+规划的最后一年#规划好%落实好今

年的工作任务尤其重要$ 让我们团结起

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全省

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开拓进取#扎实

苦干# 认真落实国际旅游岛建设开局的

十件大事# 争取在较短时间内让全省人

民看到国际旅游岛建设的现实成果#让

广大游客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海南解放
$'

周年&

预祝两会圆满成功&

%&'()*+,-789:,-

卫留成主持 表决通过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会议议程及各项名单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同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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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保铭接受央视(对话)栏目专访"就国际旅游岛建设与主持人展开深度对话

编者按
#

月
"!

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

道播出省委副书记% 省长罗保铭接受该频道

'对话(栏目专访节目*海南新航程+$节目中#

罗保铭就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与主持人展开

深度对话$本报特刊发此期节目的问答摘编#

以飨读者$

建设国际旅游岛并不意味着
海南未来只发展旅游业

主持人!大家都说海南要建设国际旅游岛#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海南未来只发展旅游业,

罗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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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零负团费等问题要建立
一套旅游规范服务的长效机制

主持人! 为什么在海南的服务当中#会

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不断地出现,

罗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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