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示报告制度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进一步
健全了地方立法的重要工作和
重大问题向省委请示报告制
度，重要法规草案和立法工作
中的其他重大事项都及时向省
委请示报告。通过坚持和健全
请示报告制度，更加准确地领
会省委的立法意图，把省委关
于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不折不
扣地贯彻到立法工作中

立法工作机制

省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在
法规立项、起草、审查、审议等
各个环节发挥主导作用，加强
组织协调，初步形成了在党的
领导下，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
中的主导作用，发挥政府及其
部门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吸
收人大代表、专家学者、企事业
单位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立法
工作的立法工作机制

改革领域立法：审议通

过和批准34件相关法规

完善特色产业立法：审

议 通 过 和 批 准 28 件 相 关

法规

生态立法：审议通过和

批准32件相关法规

民生立法：审议通过和

批准49件相关法规

积极稳妥赋予三亚市、

三沙市两市地方立法权

“十二五”的5年，海南

共计审议通过和批准地方性

法规或法规性决定12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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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改革大潮，海
南立法先行，在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的声声号
角下引领航程！

“十二五”的 5 年
来，省人大及其常委会
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
的部署，坚持急需先
立、精准立法、质量至
上，实现立法与省委改
革发展重大决策相结
合，注重发挥立法的引
领和推动作用，加强重
点领域立法，积极推进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审
议通过和批准地方性
法 规 或 法 规 性 决 定
126件，通过立法推动
制度创新、引领改革发
展，为海南全面加快国
际旅游岛建设、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
治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了有力的法制
保障。

立法先行 引领改革推动发展
——“十二五”时期海南地方立法综述

坚持党的领导
保证立法正确政治方向

省委特别重视以法治方式推进海南
改革发展，在对相关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
部署的同时，强调以法治方式保证相关决
定部署的有序推进。省委常委会一直坚
持审议批准省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
并印发执行，去年年初又将省人大常委会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列入省委常委会审议
批准的事项，并对其中的个别立法项目进
行了调整。特别是省委常委会2015年工
作要点第一次将《海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
办法（修订）》等法规列为省委研究的重大
立法项目，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修
改村委会选举办法的决定草案、税收保障
条例草案、旅行社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制
定与批准地方性法规条例修正案草案主
要内容的报告，建立了省委研究立法工作
的常态化机制。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保铭
同志非常关心立法工作，对立法规划、年度
立法工作计划多次作出批示，特别是对修
订涉及重点改革领域法规中的重大问题，
多次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使相关立法顺利
进行。罗保铭对旅行社管理规定修订草案
作出了“依法处罚要坚持从严做好，还要设
计好针对解决突出问题、形成长效机制上
的制度创新”的重要批示，为该修订草案的
进一步修改完善提供了基本思路和遵循，
提高了法规审议修改质量。

省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
断增强坚持党的领导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紧紧围绕省委确定的改革发展任务
统筹谋划立法工作，科学制定立法规划和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积极推进重点立法项
目，妥善解决立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进一步健全了地方立
法的重要工作和重大问题向省委请示报
告制度，重要法规草案和立法工作中的其
他重大事项都及时向省委请示报告。通
过坚持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更加准确地
领会省委的立法意图，把省委关于改革发
展的重大决策不折不扣地贯彻到立法工
作中。海南地方立法的实践证明，坚持党
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保证了地方立法工作
的正确方向，保证了涉及海南改革发展重

大立法问题的科学决策，也保证了地方立
法质量和法规的有效实施。

发挥立法引领
以立法助推改革

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是坚持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其关键在
于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坚持在法
治框架内推进改革。省人大常委会注重
把深化改革发展同完善立法有机地结合
起来，加强重点领域立法，确保重大改革
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

在服务重点领域改革上，针对影响海
南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审议通过和批准
34件相关法规；审议通过《关于坚持科学
发展、实现绿色崛起，全面加快海南国际
旅游岛建设的决议》；制定国际旅游岛建
设发展条例，使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有了
基本遵循规则；运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先
后三次作出《关于在海南经济特区停止实
施部分行政审批的决定》，在海南经济特
区停止实施54项行政审批事项；作出《关
于在海南经济特区下放部分行政审批事
项的决定》，下放7项行政审批事项。

在完善特色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上，省人大常委会重视通过立法优化我
省特色产业结构和发展环境，促进我省
特色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审议通过和批
准28件相关法规。

在推进海洋强省建设上，省人大常
委会加强海洋立法，制定或修订了7件
涉海法规。

省人大常委会重视以立法巩固和
扩大“生态省”建设成果，加快生态文明
建设，审议通过和批准32件相关法规。

省人大常委会加强民生立法，审议
通过和批准49件相关法规。

在实施修改后的立法法，省人大积
极稳妥赋予三亚市、三沙市地方立法权,
加强指导两市做好行使地方立法权准备
工作，指导两市人大设立法制委员会，选
定立法项目。省人大常委会分管领导多
次带领调研组先后到三亚市、三沙市专
题调研，全面了解两市的立法条件、立法
需求、立法能力和具体立法工作准备情
况，在此基础上，省人大常委会根据两市
的实际情况，决定三亚市自2015年6月1

日起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三沙市自
2015年8月1日起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

积极健全
人大主导立法工作机制

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是发
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的机制保障。省
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在法规立项、起草、
审查、审议等各个环节发挥主导作用，加
强组织协调，初步形成了在党的领导下，
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发挥
政府及其部门在立法中的重要作用，吸收
人大代表、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和人民
群众共同参与立法工作的立法工作机制。

把握立项环节的主导。在制定立法
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时，省人大法制
委、常委会法工委注意围绕全省工作大
局主动研究立法需求，把握确定立法项目
的基本原则，加强项目论证和协调，有计
划、有步骤地开展立法。2011年，省人
大法制委编制《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
展专项立法计划》，优先实施国际旅游岛
建设急需项目，现已初步构建了海南国际
旅游岛法规体系。2014年，省人大法制
委、常委会法工委又根据省委六届五次
全会精神和2014年重点改革工作方案
的部署，在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基础上，
制定《海南省人大常委会2014年重点改
革相关立法工作安排》，安排了十一个方
面与改革事项相关的立法任务。省人大
法制委、常委会法工委严格按照立法计
划，以“倒推法”制定每一项法规的工作进
度时间表，督促各有关单位做到“任务落
实、时间落实、组织落实、责任落实”。

树精细化立法新理念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科学立法、民主
立法的精细化。省人大常委会积极回应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各方面对
立法工作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从立法工作
的实际情况和制度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
健全完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具体程序、
可行措施和相关制度。为拓宽基层群众有
序参与立法的途径，省人大法制委、常委会
法工委向社会公开征集基层立法联系点，
确定了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等10个基层

立法联系点单位并全部挂牌，延伸了立法
的“触角”。同时制定《基层立法联系点工
作规定》，明确了工作职责。探索开展立法
协商，按照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建设的意见》的规定，在修订道路旅
游客运管理若干规定等法规草案时，邀
请部分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工商
联、民主党派人士、立法专家顾问对旅游
车全省同城运营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研
究论证，达到了预期效果。

以改革创新
科学谋划“十三五”立法

《中共海南省委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提出，要加快重点领域立法，坚持立改
废释并举，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法制委主任毕志强
指出，落实这一要求，要加快重点领域
立法，统筹推进立法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积极发挥人大在立法
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充分运用经济特区
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抓住提高立法质
量这个关键，加快形成适应我省“多规合
一”改革需要的规划管理体制、行政审批
体制；重点加强促进新型工业、以旅游业
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热带特色现代农
业、文化产业等方面同步发展的法制保
障；加快建设有效管控开发行为和保护林
地、水域、海域、岸线、岛礁等资源、推动循
环低碳发展的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

强化统筹推进，就是要主动适应改
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聚焦“十三五”
目标任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
人民群众关注的难点问题，及时完善改
革现有制度，努力构筑有利于释放活力
的法规规范体系，省人大将坚持依法立
法、为民立法、科学立法，健全完善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的体制机制，抓紧制定相
关的法规，同时更加注重对现有法规的
修改、废止、解释和清理，做好法规配套
规定制定工作，加强对规范性文件的备
案审查，做到多种方式衔接协调，增强法
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
（省人大法制委、法工委提供素材）

■ 本报记者 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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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通过立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图为三亚市崖州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站技术人员对刚刚采摘的豇豆进行农残检测。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我省不断通过立法加强旅游市场治理。图为三亚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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