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
讯员曹树育）时间进入 2015 年，翻开
2014年海南财政收支账本，发现惊喜连
连：全省财政收入突破550亿元大关，增
幅领先于全国；海口突破100亿元，三亚
突破70亿元，洋浦、陵水等5市县实现
20%以上增长；全省民生支出完成791.7
亿元，创近5年最高水平。

2014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
政收支矛盾突出的严峻挑战，全省各级财
税部门沉着应对，主动作为，圆满完成了
全年财政收支任务。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555.2亿元，增长15.5%，完成年
度预算的100.4%；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完成1094.1亿元，增长8.4%，完成年度

预算的100.8%。
从全年情况看，全省财政运行状况

良好，收入质量较高，支出结构进一步优
化。收入完成好于预期，增幅领先于全
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5.5%，
比年初既定目标高0.5个百分点，增幅排
名全国前列，省和市县级财力实现均衡
发展。

同时，我省去年财政收入结构持续
向好，财政抗风险能力逐步增强。全省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完
成480.5亿元，占比达到86.5%，比上年
提高0.8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质量持续
位居全国前列，我省财政抗风险能力逐
步增强。

此外，我省重点地区去年财政收入
完成较好，收入规模不断突破。2014
年，洋浦、陵水等 5市县财政收入实现
20%以上的增长，其中洋浦增长131%、
陵水增长25.6%。从收入规模看，海口
和三亚分别突破100亿元和70亿元；陵
水接近30亿元，洋浦和澄迈迈上20亿
元大关；市县收入规模在10亿元-20亿
元之间达到6个。

在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我省财政
支出结构持续优化，重点民生保障有
力。2014年，全省民生支出完成791.7
亿元，增长 9.7%，占公共财政支出的
72.4%，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创近5
年最高水平。

我省去年地方财政收入突破550亿元
增长15.5%，多项指标排名全国前列

毛超峰，男，1965年12月生，汉族，河南
柘城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1985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8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82.08—1985.07 北京气象学院气象
系气象预报专业学习

1985.07—1986.09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
气象科见习生

1986.09—1987.10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
气象科预报员

1987.10—1991.03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
团委副书记、书记

1991.03—1992.07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
企管处处长（副处级）

1992.07—1993.09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
计划企管处副处长

1993.09—1996.05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
计划企管处处长

1996.05—1999.02 民航河南省管理局
副局长（其间：1996.11—1997.11兼任新郑机
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

1999.02—2001.01 民航河南省管理
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其间：2000.03—
2001.01 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学习）

2001.01—2001.05 河南省焦作市委副
书记、市长，民航河南省管理局局长、党委副
书记

2001.05—2006.12 河南省焦作市委副
书记、市长

（2000.03—2003.01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在职研究生班法学理论专业学习）

2006.12—2011.10 河南省周口市委书

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2005.05—2010.06中国人民大学完成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培养计划，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11.10—2011.12 河南省委常委、周
口市委书记、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2011.12—2012.02 河南省委常委
2012.02—2012.12 河南省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
2012.12—2013.01 海南省委常委
2013.01—2014.12 海南省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
2014.12— 海南省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省政府党组副书记

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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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任命名单

（2015年1月4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刘赐贵为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毛超峰为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蒋定之辞去

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决定
（2015年1月4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蒋定之同志的请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海南省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接受蒋定之辞去海南省人
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刘赐贵为海南省人民政府

代理省长的决定
（2015年1月4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海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刘赐贵为海南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

刘赐贵，男，1955年9月生，汉族，福建泉
州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1973年2月参加
工作，197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02—1976.10 福建省邵武县洪墩
公社外石大队知青、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6.10—1983.08 福建省邵武县洪墩
公社干事、团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
革委会主任（其间：1981.08—1983.08福建省
委党校干部培训班学习）

1983.08—1983.11 福建省邵武县委政
法委书记

1983.11—1986.02 福建省邵武市委副
书记

1986.02—1988.12 福建省光泽县委副
书记

1988.12—1993.03 福建省光泽县委书

记
1993.03—1997.03 共青团福建省委副

书记（其间：1994.08—1996.12中央党校函授
学院本科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7.03—1998.08 福建省莆田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

1998.08—1999.12 福建省莆田市委副
书记、常务副市长

1999.12—2000.03 福建省莆田市委副
书记

2000.03—2002.0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
局局长（其间：2001.09—2002.01中央党校进
修班学习）

2002.05—2005.06 福建省龙岩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0.10—2002.10厦门大学海洋系海
洋生物学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学习；2003.03—

2005.01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科学社会主
义专业学习）

2005.06—2007.02 福建省龙岩市委书
记

2007.02—2007.04 福建省厦门市委副
书记、代市长

2007.04—2011.01 福建省厦门市委副
书记、市长

2011.01—2014.12 国土资源部党组成
员，国家海洋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国海警局
政委（2013.03），中央维护海洋权益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2012.09），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
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2013.07）

2014.12— 海南省委副书记，
省政府党组书记

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

刘赐贵同志简历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体
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
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
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毛超峰同志简历

“海上丝路”文化产业园
落户澄迈

本报金江1月4日电（记者孙慧 通讯员李
健）记者今天从澄迈县相关部门获悉，近日澄迈县
与证劵日报投资股份公司正式签订《海上丝绸之
路（澄迈）文化产业园项目战略合作协议》。根据
协议，双方将充分进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依托
澄迈湾独特区位优势，大力推进“一堡两园一基
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园建设。

据了解，澄迈早在两年前已全面启动澄迈湾
岸线、港口、火山岩古村落与南渡江沿线历史文化
遗产论证、编制规划、整治工程。据介绍，文化产
业园将按照中央“一堡两园一基地”、南海资源开
发服务保障基地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着力打
造集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休闲度假、文博艺术欣赏
于一体的国际旅游澄迈湾古村落区、港口、国际展
示区。

澄迈自古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
点，此次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园，一方面是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和国家海洋经济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依托世界长寿乡
现有的成熟产业基础，以打造海上丝绸之路产业
园为契机，全面搭建海上丝绸之路交流平台，必将
有利于澄迈加快深化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发展。

本报海口1月4日讯（记者彭青林）今天
上午，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刘赐贵
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
党组民主生活会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开好省政府领导班子民
主生活会做准备。他强调，要把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
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全面落实省委决策
部署，把从严从实的要求贯穿到政府工作的
方方面面。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处理好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传达学习了《中央
纪委关于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的通报》，讨论了《2014年省政府党组民主
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和《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整改情况通报》。

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
作了讨论发言。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刘赐贵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既是对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经验的全面总

结，又是对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责任的
全面部署，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全省
政府系统要与时俱进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
做，把从严从实的要求贯穿到政府工作的
方方面面。

刘赐贵强调，要认真撰写、认真修改完
善省政府领导班子对照检查材料，为开好专
题民主生活会奠定坚实基础。要紧密联系
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全面梳理、仔细审
视“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剖析
存在问题的实质、根源和危害，强化“两个责

任、一岗双责”的建设。要加强整改落实，通
过建章立制解决突出问题，深入治理领导干
部不作为、不干事，使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
线成为省政府党组的自觉行动。要严格按
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精心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高标准高质
量地开好民主生活会，展现党内生活新气
象，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推动各项事业迈上
新台阶。

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毛超峰，
党组成员李国梁、何西庆、陆俊华、陆志远、
胡光辉出席会议。副省长王路、省政府办公
厅党组成员列席会议。

省政府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暨民主生活会专题学习会

刘赐贵主持

本报长沙1月4日电（记者况昌勋 范
南虹）槟榔将海南、湖南这两个相隔千里
的省份联系起来，近日两省科技厅在长沙
共同签订了槟榔产业重大科技联合攻关
合作框架协议，以食用槟榔安全性关键技
术与装备研究为基础，逐步开展槟榔规模
化种植、加工、技术推广等全方位合作。

槟榔，产地在海南、销地在湖南。在
海南，已经成为200万农民的收入来源之
一；而在湖南，槟榔加工业带动了30万人
就业，成为该省食品行业支柱性产业之
一。虽然槟榔产业发展迅速，但产业科技
研究却相对滞后，新品种选育、槟榔果营
养成分与功能研究、槟榔果及其加工品安
全性研究、槟榔产品标准研究等还均欠

缺，影响了槟榔产业的发展。
为突破槟榔产业发展瓶颈，海南省科

技厅与湖南省科技厅决定建立合作工作
机制。根据双方协议，两省科技厅将共同
以海南联合槟榔产业工程研究中心和湖
南槟榔食品行业协会等单位为平台，整合
两省相关科研院校和企业资源，以食用槟
榔安全性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为重点和
基础，逐步开展槟榔科学种植、加工、技术
推广等全方位合作。

海南省政协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史
贻云表示，两省科技部门跨区域合作，对
槟榔产业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同时，湖
南、海南两省在农业科技创新、自然资源
禀赋等方面各具优势，可以创新合作方

式、拓宽合作领域，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
暨南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姚新

生将领衔槟榔科研团队，他表示，每个产
业的发展需要科技作为支撑，必须以对数
百万农民和数千万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做
好槟榔的评价和相关研究。

湖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童旭东
说，海南、湖南同属“9+2”泛珠三角区域，
在杂交水稻育种等领域有深入的交流与
合作，这次两省联合攻关槟榔重大科技，
是两省科技合作的创新成果和创新之
举。他建议，两省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和专
题合作机制，采取共性技术联合攻关、科
技平台共建共享、研发基地共建、人员培
训交流等方式加大合作力度。

海南湖南两省科技厅签署合作协议——

琼湘联合攻关槟榔产业重大科技

◀上接A01版
李若谷高度评价近年来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对我省进一步扩
大开放、加快发展充满信心。他表示，
将积极发挥中国进出口银行的独特优
势，牢牢把握海南分行开业的契机，把

企业发展规划与海南绿色崛起的发展
战略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支持海南建
设海洋强省，更好地促进海南与周边地
区的经贸往来，更好地服务海南国际旅
游岛建设，不断深化同我省在各领域的
合作。

◀上接A01版
第三，做到勤政敬业，敢于担当，忠实履
职，兢兢业业，不回避矛盾，不推诿扯皮，
不怕吃苦，不怕受累，在工作上抓具体、抓
落实，为海南人民的福祉多办实事；第四，
坚守清正廉洁，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和
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第五，自觉接受监
督。接受党内监督、接受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接受政协民
主监督，接受全省社会各界和全省人民
的监督，争做“为民、务实、清廉”的表率。

列席今天会议的有：省委常委、组织
部长李秀领，副省长何西庆，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董治良，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贾志鸿，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又讯（记者彭青林）在2014年12
月30日召开的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上，中组部部务委员兼干部二局局长周
祖翼同志宣布了中央的决定，指出中央
对海南的改革、发展、稳定和领导班子
建设历来十分重视。这次班子调整，是
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
交流精神以及海南省领导班子建设的
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

周祖翼分别高度评价了蒋定之和
刘赐贵，希望全省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决定精神
上来，确保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顺利交接
和工作的平稳过渡，让党中央放心，让
全省人民满意。他指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
要以强烈的进取意识、机遇意识和责任
意识，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
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希
望海南紧密结合实际，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深入开展，突出作风建设，统筹推进
党的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巩固和拓展教
育实践活动成果，努力开创海南科学发
展的崭新局面。

省委书记罗保铭在讲话中，代表海
南领导班子和干部群众对中央的决定
表示坚决拥护。他指出，这次省政府主
要领导同志的职务调整，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全国大局和
海南班子建设实际作出的正确决策，是
海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央着
眼全国大局、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实施
南海战略的需要，充分体现了0党中央
对海南发展和海南班子建设的高度重
视与关怀厚爱。

罗保铭在讲话中指出，蒋定之同志
政治立场坚定，大局意识和党性观念强，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
地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省
委权威，自觉维护省委班子的团结统一，

自觉落实省委做出的重要决策，为人正
派，坚持原则，襟怀坦荡，在海南工作4
年来特别是担任省长以来，把从政多年
积累的好经验、好做法、好理念带到海
南，团结带领省政府一班人，改革攻坚，
拼搏实干，把中央精神与海南实际结合
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尤其是在后
期，蒋定之同志克服了健康问题，继续
兢兢业业地坚持工作，为保持海南经济
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取得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成效”，向全省
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罗保铭指出，刘赐贵同志政治立场
坚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态度
坚决，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强，善于驾驭
全局和处理复杂问题；为人坦诚正派，
作风务实民主，具有很强的组织领导和
综合协调能力；领导经验丰富，既有中
央工作经历、又有地方工作经验，既熟
悉经济工作、又熟悉党务工作，尤其熟
悉海洋管理、海洋经济工作。在国家海
洋局工作期间，思想解放、思路清晰、敢
于担当，工作有魄力，成绩有目共睹。
先后7次南下海南，倾力相助、鼎力支
持海南实施海洋强省战略，与海南结下
了很深的事业缘分。

罗保铭表示，作为省委常委班子的
班长，一定全力支持刘赐贵同志的工
作，党政齐心，其利断金，共同把海南的
事办好，让中央放心。同时也希望全省
各级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精神上来，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
律，恪尽职守，团结协作，尽最大努力支
持和配合好刘赐贵同志，坚决落实好这
次中央对海南班子建设的要求，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周围，勇于担当、改革攻坚、创新
实干，推动海南科学发展、绿色崛起。

刘赐贵表示，坚决拥护和坚决服从
中央的决策，有决心有信心在省委领导
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
大部署，在海南多年发展打下的良好基
础上，紧紧依靠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
坚持正确方向，坚定信念；坚持虚心学
习，凝聚智慧；坚持解放思想，创新发
展；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坚持依法
行政，真抓实干；坚持廉洁自律，勤政廉
政，秉承传统，担好责，履好职。

蒋定之在讲话中表示坚决拥护和服
从中央的决定，饱含深情地用“捧着一颗
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等闲识得东风面，万
紫千红总是春”三句话充分表达了对海
南的热爱、对海南人民的深厚感情和对
海南发展的美好期许和良好祝愿。

现职、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和有关部
门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决定刘赐贵为代理省长

罗保铭刘赐贵会见
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李若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