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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4月25日召开会议，分
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关于巡视中央政法单位情况
的专题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在错综
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各地区各

部门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积极推进结构调
整和新旧动能转换，有效防控风
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来
之不易的成绩。一季度经济运行
稳中向好、实现良好开局，增长和

效益回升，市场预期改善，内需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新技术新产
品新服务不断涌现并快速成长，产
业优化升级不断推进，就业继续增
加，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有所加快。
各方面对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认识逐步加深、行动更
为自觉， 下转A03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关于巡视中央政法单位情况的专题报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月25日，刘赐贵同志代表中共海南省第六届委员会向大会
作报告。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4月25日，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省人大会堂开幕。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本报海口4月25日讯（记者彭青林）
在917万海南各族人民的瞩目与期待
中，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
今天上午在省人大会堂隆重开幕。

大会的主题是：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
力，奋力拼搏，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
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四月的海南处处繁花似锦、生机盎
然；今天的省人大会堂红旗鲜艳、党徽高

悬，气氛庄重而热烈。本次大会执行主
席、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刘赐贵、
沈晓明、于迅、李军、许俊、毛超峰、王瑞
连、张琦、胡光辉、蓝佛安、肖莺子在主席
台前排就座。

大会主持人沈晓明宣布，本次大会
应出席代表405人，实到399人，符合规
定人数。上午9时，中国共产党海南省
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雄壮的
国歌声响彻会堂。

刘赐贵代表中共海南省第六届委员
会向大会作题为《凝心聚力 奋力拼搏
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

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的报告。报告共
1.7万余字，分为3个部分：过去五年工
作回顾；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今后五年
的主要任务。

刘赐贵说，省第六次党代会以来，我
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深入贯
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海南工作的重要指示
为指引，坚持科学发展、绿色崛起，充分
发挥生态环境、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

“三大优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重大成就，国际旅游岛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过去的五年，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基础设施建设
取得重大突破，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改革
开放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活力彰显；生态
保护与建设力度加大，环境质量持续全
国领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党的建设全面
加强，政治生态不断净化。

刘赐贵指出，回顾五年来的工作，我
们深深感到，实现海南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动

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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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须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加倍珍爱、精心
呵护好青山绿水、碧海蓝天；必须坚持发
展第一要务不动摇，全面践行新发展理
念，努力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
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不动摇，增强发展
新动力新活力；必须坚持执政为民不动
摇，最大限度地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动摇，
不断优化政治生态。这些经验体会是值
得我们坚持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此基础上，刘赐贵分析了当前

海南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战略机遇，
指出海南加快发展的态势已经形成，
提出今后五年的主要奋斗目标：一是
经济繁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重
要突破，十二个重点产业成形成势，服
务型开放型生态型经济充分发展，创
新创业涌动，市场活力迸发，实现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
发展。产业结构趋近20：20：60，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
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以上，与全国同
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下转A04版▶

凝心聚力 奋力拼搏 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刘赐贵作报告 沈晓明主持

大会的主题是：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奋力拼搏，加快建设经济繁荣、社会
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好新海南

本报海口4月 25日讯（记者彭青
林）今天下午，刘赐贵代表分别在省第七
次党代会第一代表团（海口团）、第二代
表团（三亚、澄迈团）参加分组审议，强调
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时的重
要指示精神，以勇担当敢作为的精神，凝
心聚力，奋力拼搏，为加快建设经济繁
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美
好新海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审议中，刘赐贵认真听取了代表
发言，并不时交流互动。他感谢各位代
表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审议报告，并对大
家的意见建议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报
告从起草到形成，充分吸纳了各方意见
特别是来自基层代表的意见，是全体党
代表集体智慧的结晶，反映了917万海
南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

刘赐贵充分肯定了海口、三亚、澄迈

近年来的发展成就。他指出，近年来海南
取得的进步和成效，是我们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南重要讲话精神的
结果，报告以“凝心聚力、奋力拼搏，加快
建设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生态宜居、人民
幸福的美好新海南”为主题，就是要继续
团结带领全省人民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看齐，把习总书记对海南的嘱
托一件件落实好。希望各级党员领导干
部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奋发有为、勇于担
当、守土尽责，把报告要求落实好。

刘赐贵希望海口、三亚、澄迈带头贯
彻落实党代会报告精神，以“每天都从零
开始”的工作态度，不等待不观望，加快推
进海澄文一体化、大三亚一体化，打造“日
月同辉”的南北两大增长极。海口要增强
责任意识，树立担当精神，进一步做大做
强做优，发挥省会城市的引领示范作用。

三亚要对标国际化标准，不断提升国际化
水平，加快建设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澄
迈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园
区建设，以项目带人才促发展。

来自三亚基层社区党支部的刘庆鸯
代表谈到美丽乡村建设给村里带来可喜
变化，引起了大家的认同和共鸣。刘赐
贵指出，各市县都要高度重视城乡一体
化工作，加快“五网”基础设施建设，补齐
医疗、教育短板，整治农村卫生环境，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以此吸引
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既让当地百姓从
中得到实惠，也缓解中心城区压力，提升
海南旅游承载力和发展空间。刘赐贵
说，只有一个个乡村都繁荣了、文明了、
美丽了、幸福了，才能真正实现“全省人
民的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
外游客的度假天堂”三大愿景。

刘赐贵参加省第七次党代会分组审议时强调

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作出新贡献

刘赐贵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摘要
(见A02/A07版)

45次掌声，凝聚前行的力量
——省第七次党代会开幕侧记 (见A03版)

本报海口4月 25日讯（记者梁振
君）沈晓明代表今天下午参加省第七次
党代会第四代表团（儋州、白沙团）审议
时强调，落实好省第七次党代会的各项
决策部署，关键是强化“六种意识”，努力
做好“六篇文章”，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沈晓明表示，刘赐贵同志代表六届
省委所作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是一个总揽全局、深谋远虑、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报告。

沈晓明说，报告对过去五年工作的
回顾全面而实事求是，对今后五年的规
划和部署指导思想科学，战略思路和重
点突出，目标任务明确，措施切实可行，

为海南未来五年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
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报告鼓舞
人心、催人奋进。

沈晓明指出，做好未来五年工作，加
快建设美好新海南，要正确认识海南的省
情和比较优势，不断强化“六种意识”。要
强化国家战略意识，不负党和人民的重
托，守卫好祖国南大门、保护好生态岛、守
护好蓝色海洋；要强化生态环境意识，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海南的核心竞争力，海南
未来发展主要靠生态环境；要强化开放发
展意识，以开放促发展；要强化改革创新
意识，改革创新是中央对海南一以贯之的
要求，海南未来的发展要靠改革创新；要
强化可持续发展意识，把立足当前与着眼
长远结合起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发展
的接力棒要一茬接一茬传下去，工作要一
任接着一任干下去；要强化全球化意识，

海南的发展要积极融入全球资源配置网
络中去，进而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一个节
点，甚至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中心。

沈晓明提出，落实好省第七次党代
会的各项决策部署，要在强化以上“六种
意识”基础上，结合实际重点做好“六篇
文章”。一是做好改革开放的文章，重点
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下功夫；二是做好
生态环境的文章，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
前提下，千方百计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变
成海南的发展优势；三是做好海洋的文
章，不断发展壮大海洋经济，持续夯实海
南综合经济实力基础；四是做好现代服
务业的文章，确保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
的同时，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五
是做好人才的文章，积极培养和引进创
新型人才；六是做好透明、廉洁、高效政
府的文章，着力构建一流营商环境。

沈晓明参加省第七次党代会分组审议时提出

强化“六种意识”做好“六篇文章”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