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春潮拍岸时 |
A04

2017 年省两会特别报道

2017 年 2 月 21 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张苏民 美编：王凤龙

两会观察

掌声响起来 海南更精彩
每一段掌声，呼应的都是海南发展的亮点和看点。热烈的掌声，充分表达出代表们对
报告内容的赞同和表扬、肯定和期待，特别值得回味。

卓识
两会
■ 本报观察员 吴卓
省两会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现象，
那就是在听取省长作政府工作报告
时，每每讲到鼓舞人心之处，与会者
都会热烈地鼓掌。这种掌声，既有对
政府工作的肯定，也有对未来的期
许，含义非常丰富。正因为如此，报
告过程中掌声响起多少次，往往会成
为媒体的关注点。
和往届会议一样，今年省长刘
赐贵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会场上多
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观察员注意
到，有几次掌声响起的节点，正是政
府工作报告中的几个亮点所在。热
烈的掌声，充分表达出代表们对报
告内容的赞同和表扬、肯定和期待，
特别值得回味。
第一次值得关注的掌声，是在省
长读到这样一句话时响起：
“ 省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确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实现‘十三五’
良好开局！”省长话音刚落，会议便响
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观察员认
为，这阵掌声表明，代表们对过去一
年来海南所取得的成绩是满意的，对
政府的工作是肯定的。掌声，是代表
们对政府工作的点赞！
点赞，是基于一份优秀的成绩单
——全省实现生产总值 4044.5 亿元，
增长 7.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37.5 亿元，同口径增长 8.8%；固定资
产投资 3747.0 亿元，增长 11.7%；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1453.7 亿元，增长
9.7%；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453 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 入 11843 元 ，分 别 增 长 8.0% 和
9.1%……从各种数据来看，过去一年
海南发展的成绩单，无疑是非常优异

的。在“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在决战
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重要之
年，在全面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关键阶
段，能够取得这样不平凡的成绩，非
常不容易，非常鼓舞全省人民的斗志
和士气！更关键的是，这样的成绩，
为我们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决胜
全面小康、全面建设国际旅游岛，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对于这样的
成绩单，一阵热烈的掌声，难道不是
恰如其分的吗？！
第二次值得赞许的掌声，是在省
长报告到这样的内容时响起：
“ 一系
列引领性、标志性改革的突破激发了
市场活力，带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全年新增市场主体近 11 万户，新
增注册资本（金）5968.8 亿元，分别增
长 16.4%和 106.2%，全社会用电量增
长 6.1%，发展的内生动力大大增强。”
这句鼓舞人心的话，激起了又一阵热
烈的掌声。这掌声，是欣喜之音，是
信心之音，
更是进取之音！
众所周知，因为海南是不发达地
区，经济基础薄弱，支撑长远发展的
项目和产业不多，发展内生动力不
足，一直是困扰海南发展的重要问
题。在过去一年，海南通过深化多项
改革，以创新引领发展，使得全省持
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如多
规合一改革持续深化，为全省实现
“一张蓝图干到底”奠定了关键性基
础：政府“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减
少了众多的行政审批、许可事项，大
大激发了市场主体创业的积极性；农
垦改革取得重要突破，让农垦系统重
新焕发出巨大活力；还有财税、国企
国资、盐业、医疗、国有林场、供销社
等重点领域改革不断突破，等等。这
些改革大大激发了社会力量、民间资
本的活力，为海南发展注入了持久而
强劲的动力。
这一点，从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6.1%这个数据就可以鲜明地体现出
来。用电量，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
重要标准。经济界人士看一个地方
的发展状况，用电量是否稳定增长，
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指标。海南去年
用电量增长 6.1%，应该说是一个不小

的增幅。它确切表明，海南经济的活
跃度是不小的，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是
不断增强的。这个数据，从一个侧面
证明了海南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是
真实可信的，是值得骄傲的。掌声，
既是对此的认可，也是对海南发展前
景的期待！
第三次值得回味的掌声，是这样
的语句出现之时：
“各位代表，以上成
绩是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复
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
取得的，是在遭遇强台风、强降雨等
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房地
产实行‘两个暂停’、产业结构调整力
度加大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全面落
实‘营改增’、税负结构发生重大变
化、政策性减收明显的情况下取得
的，实属不易。”
“ 不易”二字刚落，会
场的热烈掌声便应声而起。这一阵
掌声充满着浓浓的敬意，表达了代表
们对过去一年里各级政府工作人员
辛苦付出的感谢和慰问！
不易二字，真实地道出了过去一
年海南发展的艰辛和付出。政府工
作报告列举的四种困难情况，哪一种
都不容易克服。以第一条为例，海南
是岛屿型经济体，原料、市场两头在
外，经济发展对外的倚赖性很大，而
过去一年里国内外经济形势正如报
告所说的那样严峻复杂，经济下行压
力不断加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南
克服种种困难，以改革开放增强动
力，以简政放权激发活力，连消带打，
不但渡过了难关，还夯实了基础，为
今后发展增强了后劲，可谓难得。又
以第三条为例，房地产业在当前海南
经济版图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海
南坚决贯彻中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政策，果断在去年实施“两个暂停”
政策，既促进了全省产业结构的调
整，也促进了房地业健康发展。其他
如克服强台风等自然灾害、克服“营
改增”造成的政策性减收影响等，也
无一不是艰难困苦，
如履薄冰。
经历了风雨才能见彩虹。经过
多种困难的挑战，海南发展的后劲更
加充足。一方面，政府通过各种宏观
政策的调控和经济杠杆手段的动用，

提升了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引领全
省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式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海南经济在克服困难的过
程中，挤掉了泡沫，调整了结构，发展
的动力和活力都明显增强。所以，代
表们掌声既献给过去的一年，也献给
将来的海南！经历风雨之后的海南，
将更加让人期待！
第四次值得欣赏的掌声，是海南
人民耳熟能详的“经济特区”一词出
现之时：
“ 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
特区，我们要抢抓机遇、顺势而为，大
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特区精
神，强化特区意识，树立特区自信，擦
亮特区品牌，不断激发特区活力。”这
一段充满激情和奋进的话语，毫无意
外激起了代表们的热烈掌声！这掌
声，献给海南经济特区，献给一直激
励海南前进的特区精神，献给一直锐
意创新、奋发进取的特区人！
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在建
省办经济特区的 20 多年历程中，海
南有过辉煌，有过失落，有过彷徨，但
是，海南没有失掉过进取的精神和信
心，特区精神一直是我们特区人赖以
奋进的强大力量。正是靠着特区精
神的激励，海南上下同心协力，对改
革开放从未失掉过信心，从未放弃过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勇气。最近几
年来，海南始终秉承着这股精神，坚
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争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谱写美丽
中国海南篇章”的要求，向改革要动
力，向开放要活力，不断深化重点领
域的改革，多规合一改革、司法体制
改革等多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国际
旅游岛建设不断推进，绿色崛起的步
伐不断加快，充分扛起了中国改革开
放试验区的责任担当。
当下的海南，改革远未成功，开
放仍没结束。面对改革进入“深水
区”的瓶颈，面对发展“硬骨头”的阻
碍，我们仍然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
帜，继续弘扬特区精神，继续以敢为
天下先的勇气，继续以“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的干劲，不断探索各种有利
于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不断开放各
种有利于发展的领域，努力让海南经

济特区的招牌更加闪光！
第五次值得注意的掌声，是在这
样的内容出现之时：
“ ……建立守信
联合激励、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对假
冒伪劣、坑蒙拐骗、欺客宰客等违法
违规行为严惩不贷，让诚信经营者受
益，让违规违法者无利可图、寸步难
行。”观察员认为，这一阵掌声，既有
代表们对于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加强
自身建设，优化发展环境的肯定，也
有代表们对于继续加强诚信建设，净
化社会风气的期待。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列举了政府
在过去一年中努力打造的六大发展
环境：政务环境、基础设施环境、融资
环境、人才环境、市场环境、社会环
境。这些环境包涵了社会发展的软
硬环境。为了打造这六大环境，省
委、省政府出台了许多措施，取得了
较明显的成效。如政务环境，通过
“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减少行政
审批和审查的环节，激发了社会活
力。又如，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又如，改进社
会管理，为发展营造了文明安全、和
谐稳定的社会氛围，等等。
但是，环境建设仍然有许多待加
强之处，特别是在社会环境建设中，
待改进的情形更多一些。比如，对于
诚信的倡导和建设。诚实守信，是人
类的良好品格，也是社会得以和谐运
行的基本准则之一。但是，在当前的
社会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能见到
多种多样的不守诚信行为，如碰瓷
讹人、恶意欠薪、合同诈骗等等。所
以，
对于加强诚信建设，
社会的呼声一
直很高。此次政府报告高调强调要对
假冒伪劣、
坑蒙拐骗、
欺客宰客等违法
违规行为严惩不贷，让诚信经营者受
益，让违规违法者无利可图、寸步难
行，不难看出政府治理此痼疾的决
心。所以，
对此，
代表们予以肯定和鼓
励的掌声，
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掌声响起来，海南更精彩！每一
段掌声，呼应的都是海南发展的亮点
和看点。让我们期待，明年政府工作
报告之时，会有更多的掌声！
（本报海口 2 月 20 日讯）

成绩来之不易 经验弥足珍贵
过去的一年，因为“不寻常”，所以“不平凡”，也正因为“不平凡”，才更显成绩的得之不易、
经验的弥足珍贵。

小张
看会
■ 本报观察员 张成林
今天上午，阳光明媚，惠风和畅，
暖春的风轻抚着琼州大地。在这样
风和日丽的天气里，海南省五届人大
五次会议隆重开幕。在会议现场，平
实、厚重的政府工作报告，传递出过
去一年海南发展的好态势、新气象，
为民众心头增添了层层暖意。
“刚刚过去的 2016 年是很不平凡
的一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省长刘
赐贵对过去一年进行了高度概括。
“很
不平凡的一年”，虽是寥寥数字，却有
着丰富内涵。说其“不平凡”，是因为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攻坚之年，
其发展成效如何，
对
未来五年影响重大；
说其
“不平凡”
，
是
因为在严峻的形势和压力下，
在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迎难
而上，奋勇拼搏，依然取得了骄人成
绩，
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看看去年的成绩单，无不展示着
令人心潮澎湃的好势头——在抓投
资中保持了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在
调结构中推动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在
促改革中增强了发展的内生动力，在
持续整治中保持了环境质量的全国
■■■■■

一流，在补短板中使发展成果最大限
度地惠及广大群众……这实实在在
的成效，勾勒出了过去一年海南发展
稳中有进的生动音符，昭示着我省
“十三五”的绚丽起笔，以及决战决胜
全面小康的精彩开局。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异常艰辛
的付出与努力。过去的一年，海南
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观 察 员 注 意 到 ，对 这 些 困 难 和 挑
战，政府工作报告用了“四个取得”
进行了概括——“以上成绩是在国
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经济
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取得
的 ，是 在 遭 遇 强 台 风 、强 降 雨 等 自
然灾害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房地
产实行‘两个暂停’、产业结构调整
力度加大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全
面落实‘营改增’、税负结构发生重
大变化、政策性减收明显的情况下
取得的，实属不易。”
纵观这些困难与挑战，既有宏观
的经济压力，又有无法回避的自然灾
害，
既有谋在长远的自我加压，
又有税
负调整的严峻形势，多重压力昭示着
海南
“十三五”
的开局之路注定艰难曲
折。然而，可喜的是，反观来路，在这
开局之年，
海南步履铿锵，
发展成果耀
眼夺目。这不禁让人思考，在诸多困
难与挑战之下，
海南何以能逆水行舟，
不负众望，
成就这
“不平凡的一年”
？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
行，才弥足珍贵。回望来路，我们更
加清晰地感受到这“不平凡一年”的
力量之源，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不
平凡开局”的动力所在。对此，政府

工作报告用以下“五个必须”进行了
概括。
——实现海南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必须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历史一再证明，坚持党的领导，
是我们一切事业不断取得进展的基
石。过去一年，全省各级党委、政府
牢牢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
意识、看齐意识，一以贯之坚持以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
是对海南工作的重要指示为总指引，
以中央对海南发展的战略定位为总
方向，坚定不移地推动党中央、国务
院各项决策部署在海南落地生根。
也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纷繁复杂的
局势下认清方向，保持定力，不断开
创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新局面。
——实现海南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必须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
动摇。
海南经济起步晚、底子薄，存在
着产业结构单一、区域发展不平衡、
人才缺乏等诸多短板。如此形势决
定了发展依然是海南当前的首要任
务。去年 8 月 8 日，
《人民日报》刊发
了省长刘赐贵的署名文章，强调要从
第一要务高度落实新发展理念，这无
疑是对海南发展经验的总结。我省
去年的“高颜值”成绩单也再次说明，
推动社会进步必须深化认识、主动适
应、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牢牢
把握发展的主动权，要在坚持发展第
一要务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国际旅游岛以及全面小康建

设的步伐，不断增强全省民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实现海南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描述我
省去年的经济运行时称：
“ 全省经济
整体呈现增速平稳、结构优化、效益
提升的良好态势。”经济的良好态势
从何而来？来自于在各项工作中坚
持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不稳难言
进 ，有 进 才 更稳。稳是大局，是主基
调，
稳中求进，
首先要确保全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
要保证各项事业的平稳
健康，
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守护改革成
果、发展成果，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
感。然而，
从去年的发展经验来看，
稳
中求进绝非易事，
需要我们知难而进、
奋发有为、
以进促稳，
要在保持定力中积
极作为，
做到调速不减势、
量增质更优。
——实现海南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全省 76%的地方财政资金用于
民 生 ”、
“10 件 民 生 实 事 全 部 完
成”……政府工作报告中一系列具体
而亮眼的数字，无不彰显着“民生为
大”的施政理念。具体来看，无论是
引进“好校长好教师”
“ 好院长好医
生”，还是严打“菜霸”稳定“菜篮子”，
亦或者积极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的出
发点，也无不是为了更好地增进百姓
福祉。换一个角度来看，服务社会投
资百日大行动何以能短时间内取得
明显成效，脱贫攻坚何以能首战告捷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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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面前，广大群众能握指成拳，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正是靠着这
种“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思想，我
们才能够不忘初心，推动经济社会的
持续向好。
—— 实 现 海 南 经 济 社 会 平 稳
健康发展，必须持之以恒加强作风
建设。
观察员注意到，在过去的一年
中，有一个关键词引起了各方关注，
那就是“海南速度”，这一关键词成为
海南在经济新常态下又好又快发展
的鲜明标志。推动海南行稳致远的
“海南速度”从何而来？来自于严实
担当的工作作风，来自于敢打必胜的
“海南精神”。在过去一年，我们驰而
不息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和持久战，
各级党员干部以上率下，苦干实干，
有效激发了全省上下干事创业的豪
情，推动各项事业取得了新进展。这
再次说明，谋发展离不开好作风，我
们要在大力弘扬“海南精神”中不断
刷新“海南速度”
。
回 望 过 去 的 一 年 ，因 为“ 不 寻
常”，所以“不平凡”，也正因为“不平
凡”，才更显成绩的得之不易、
经验的
弥足珍贵。今年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的一年，
我们将迎来党的十九大，
也将
迎来海南省第七次党代会，意义同样
非比寻常。在此情形下，我们要守护
好成绩，总结好经验，从严践行“五个
必须”，力争在新的一年里创造新的
“不平凡”，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
九大和省第七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本报海口2月20日讯）

海南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隆重开幕
◀上接 A01 版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着力稳宏观、稳环境、稳预期，这将为我省发展
提供稳定、良好的大环境。从我省自身看，
随着
“一带一路”
、海洋强国等战略的深入实施，
海南
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彰显；我省
独特的生态环境、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
势，省域
“多规合一”改革、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空域精细化管理改
革、农垦改革等政策叠加优势，
正在加速转化为
发展优势；省委、省政府持续实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进十二个产业发展、六类产业园区建
设、
“ 五网”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等，海南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明显改善，发展的后
劲和内生动力明显增强。特别是近几年来，我
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抓转型促升级方面，积
累了一些有益经验，各级干部驾驭复杂局面的
能力、创新引领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海南作
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我们要抢抓机遇、顺势
而为，大力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特区精
神，强化特区意识，树立特区自信，擦亮特区品
牌，不断激发特区活力。
报告提出，2017 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以上，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长 8%，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 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9%，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7.5%，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5%，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8.8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以内，18.3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节
能减排降碳控制目标。
刘赐贵说，在统筹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今
年将突出抓好以下九个方面工作：积极扩大有
效需求，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成
形成势；统筹抓好
“三农”工作，
促进农业强农民
富农村美；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
做大做强海
洋经济；以
“多规合一”为引领，
统筹推进区域协
调发展；深化改革开放，
争创经济特区体制机制
新优势；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
全力脱贫攻坚，
建立健全稳定长效扶贫机
制；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刘赐贵指出，优化发展环境是政府的主要
职责，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要
求。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
务，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进一步
优化海南发展的软硬环境。重点是：打造为民
务实、高效清廉的政务环境；打造布局合理、功
能完善的基础设施环境；打造便捷公平、诚信安
全的融资环境；
打造引才聚才、才尽其用的人才
环境；打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打
造文明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刘赐贵强调，实干托起梦想，奋斗创造未
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海南省委的坚强领
导下，紧紧依靠全省各族人民，不忘初心，励志
拼搏，
砥砺前行，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出席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于迅、许俊、马勇
霞、毛超峰、王瑞连、刘新、张琦、胡光辉、钟文、
阮崇武、陈玉益、王广宪、李国梁、王路、何西庆、
董治良、贾志鸿、赵莉莎、史贻云、陈莉、王应际、
丁尚清、王勇、肖若海、符兴、李谷建、孙广英、杜
亚勇、范益民、戴金益、黄明荣；
离退休副省级老
干部有董范园、王学萍、张德春、林明玉、韩至
中、秦醒民、符桂花、王亚保。
会议审查了关于海南省 2016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7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了关于海南
省 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
出席海南省政协六届五次会议的委员和列
席人员，驻琼十二届全国人大海南团代表，
省委
副秘书长、各部门负责人，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各工作委员会及综合办事机构负责人、各工
作委员会委员，
省政府组成人员、副秘书长及省
政府直属机构主要负责人，省直副厅级以上事
业单位、部分省属企业、省群众团体等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媒体聚焦省两会
2 月 19 日上午，政协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在省人大会堂隆重开幕。会场内，
各媒体单位的记者，关注大会各项议题，向社会
各界传递会议精神。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