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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南省第七届委员会常委简历
◀上接A02版

1995.12—1998.07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计委副主任
1998.07—1999.0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委副书

记、代区长
1999.01—2000.08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委副书

记、区长（其间：1999.05—1999.11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挂职
锻炼任区委副书记）（1997.09—1999.07广西大学商学院在职
研究生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2000.08—2003.08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永新区委书记
（其间：2002.09—2003.01中央党校进修部学习）

2003.08—2004.07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发展计划委员
会主任

2004.07—2004.09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主任

2004.09—2006.09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副市长
2006.09—2010.0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副市长
2010.01—2010.03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0.03—2013.01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3.01—2013.02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委书记、市长
2013.02—2017.03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
2017.03— 海南省委常委

肖杰同志简历
肖杰，男，1960年9月生，汉族，广东雷州人，在职研究生学

历，法学硕士学位，讲师，1982年7月参加工作，1984年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78.10—1982.07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热带植物保护系热
带植物保护专业学习

1982.07—1987.07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
师（其间：1984.09—1987.07杭州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史专业硕
士研究生学习）

1987.07—1989.04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讲
师、党支部书记

1989.04—1995.02 海南省农业厅主任科员、机关团委书
记、办公室副主任、计财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其间：
1992.10—1993.01在屯昌县挂职锻炼任县长助理；1994.07—
1994.10在北京市昌平县挂职锻炼任县长助理）

1995.02—1996.10 海南省澄迈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副县
长（正处级）

1996.10—1998.07 海南省农业厅副厅长
1998.07—2000.05 海南省政府副秘书长
2000.05—2002.07 海南省琼海市委书记（副厅级，其间：

2001.03受聘为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客座教授）
2002.07—2003.02 海南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
2003.02—2003.06 海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
2003.06—2007.04 海南省科技厅厅长、党组书记（其间：

2003.09—2004.01中央党校进修二班学习）
2007.04—2009.11 海南省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
2009.11—2012.07 海南省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兼省农

业科学院党委书记
2012.07— 海南省三沙市委书记、市政府市长

严朝君同志简历
严朝君，男，1963年11月生，汉族，海南琼海人，中央党校

研究生学历，1981年9月参加工作，198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78.11—1981.09 广东省海南卫生学校中医班学习
1981.09—1985.09 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琼海县烟塘公社卫

生院医士
1985.09—1988.07 广东医药学院干部专修科预防医学系

卫生管理专业学习
1988.07—1995.08 海南省卫生厅科教处科员、副主任科

员，科教处、办公室主任科员
1995.08—2003.09 海南省卫生厅办公室负责人、副主任，

计划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其间：1997.09—2000.07中央党校函
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3.09—2008.12 海南省卫生厅副厅长
2008.12—2010.01 海南省儋州市政府副市长
2010.01—2010.07 海南省儋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2010.07—2011.11 海南省儋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负责政府常务工作）
2011.11—2013.03 海南省儋州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副市

长、代市长、市长
2013.03—2014.10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县委书记（正

厅级）
2014.10—2016.11 海南省儋州市委书记，兼洋浦经济开

发区工委副书记
2016.11— 海南省三亚市委书记

张韵声同志简历
张韵声，男，1964年2月生，汉族，黑龙江五常人，在职研究

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1985年7月参加工作，1985年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81.09—1985.07 黑龙江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学习
1985.07—1988.10 黑龙江省高级法院书记员
1988.10—1990.12 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副科级助理审判

员
1990.12—1994.06 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正科级助理审判

员
1994.06—1995.07 海南省高级法院正科级助理审判员
1995.07—1996.08 海南省高级法院正科级助理审判员、

院长秘书
1996.08—1998.05 海南省高级法院副处级审判员、院长

秘书
1998.05—1999.06 海南省高级法院办公室副主任、副处

级审判员
1999.06—2001.12 海南省高级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正处

级审判员（其间：1999.08—2001.12在海口市中级法院挂职
锻炼任副院长）（1998.09—2000.02中国政法大学经济专业
学习）

2001.12—2003.05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正处
级）

2003.05—2003.07 海南省海口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室
主任（2001.09—2003.07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专业学
习）

2003.07—2003.09 海南省海口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主
任

2003.09—2007.09 海南省海口市法制局局长（其间：
2003.09—2006.07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学
习）

2007.09—2008.06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院长
2008.06—2011.09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院长、海口市

委政法委副书记
2011.09—2012.05 海南省三亚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
2012.05—2015.11 海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正

厅级）
2015.11—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2015.09—2016.01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
习）

本报海口4月28日讯（记者梁振
君 彭青林）今天上午，省第七次党代会
主席团第六次会议在省人大常委会会

议厅举行。
刘赐贵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中国共产党海南省

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
共产党海南省第七届纪律检查委员
会委员和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选

举结果的报告；通过了省委七届一
次全会、省纪委七届一次全会主持
人名单。

省第七次党代会主席团
举行第六次会议

刘赐贵主持

本报海口 4月 28日讯 （记者梁
振君）代省长沈晓明今天就加强全
省“五一”假期旅游市场秩序管理工
作作出批示，要求加强假期期间旅
游市场组织，将打造平安、有序、和
谐的旅游秩序作为检验贯彻落实省
第七次党代会精神的具体行动。

沈晓明在批示中提出六点要求：
省旅游、工商、质检、物价等部门严管
严查旅游市场，依法严打各种欺客宰
客等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顶格惩
处，让每一位游客玩得舒心、游得放
心、吃得安心，巩固并维护好海南旅游
形象；认真做好机场、车站、码头等人

员密集场所安全防范工作，全面排查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严防重特大安全
事故发生；交通和交警部门加大全省
道路交通疏导力度，特别是自驾车辆
进出岛的及时有序进出；关注网络舆
情，对网友反映问题要及时回应处
置；做好假期值班工作，确保突发事

件第一时间反映、处理；住建部门要
关注假日期间房产交易情况。

“五一”小长假将至，海南再度
成为“五一”小长假国内长线游最热
目的地之一，岛内客流、车流将大幅
增加，海南旅游市场秩序再度迎来

“大考”。

沈晓明就加强全省“五一”假期旅游市场秩序管理工作作出批示

将打造平安有序和谐的旅游秩序
作为检验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的具体行动

群贤聚智献良策，务实创新谋发
展。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七次代表大
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我
们对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省第七次党代会是在海南实施“十
三五”规划、决胜全面小康、加快建设国
际旅游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会议。大会审议通过了刘赐贵
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六届委
员会所作的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
党海南省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
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和省纪
委，选举产生了我省出席党的十九大的
代表。会议开得很成功，自始至终洋溢
着民主、团结、求实、奋进的浓郁氛围，
是一次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的大会，是
一次风清气正、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
次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是一次
描绘宏图、共谋发展的大会。

大会高度评价了刘赐贵同志所作
的报告。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海南工作的
重要指示为指引，系统回顾总结了省第
六次党代会以来的成就，深刻分析了当
前海南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明确提出
了今后五年全省工作的总体要求、奋斗
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代表们一
致认为报告主题鲜明、思路清晰，求真
务实、措施有力，描绘了美好新海南的
宏伟蓝图，体现了党中央的要求，符合
海南的实际，反映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和各族人民群众的心声，是指导海南今
后一个时期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大会提出了建设美好新海南的目
标，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作出了全面部
署。这一宏观目标和全面部署，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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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具体路径，是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
号角，对于凝聚全省各族人民共同创造

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和美好
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委
和省纪委，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
领导干部进入班子。新一届省委和省
纪委是政治立场坚定、结构优化、新老
结合、富有活力的领导集体，体现了全
体代表的意愿，符合中央的人事安排
意图，为实现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也
必将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和
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加快
建设国际旅游岛为总抓手，发挥“三大
优势”，改革创新、开拓实干，确保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范例，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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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建设美好

新海南，关键在党，关键靠干部。完成
省第七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目标任
务，必须靠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奋力拼
搏，当好实干担当抓落实的带头人。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务，
就是认真学习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
会精神，切实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会议精神上来，把智慧
和力量凝聚到落实会议提出的各项任
务上来，奋力拼搏、锐意进取，把党代
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变成全省党员、干
部和各族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蓝图已经绘就，目标催人奋进。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一届省委肩负着
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加快建设美好
新海南的历史责任，使命光荣，更须不
忘初心，砥砺奋进，逐梦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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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精图治、开拓创新，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劲头，撸起袖子加油
干，奋力开创无愧于党、无愧于时代的
新业绩，努力把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
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以优异的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逐梦前行 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热烈祝贺中共海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社论

◀上接A01版
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省委和省纪委是
政治立场坚定、结构优化、新老结合、富
有活力的领导集体，体现了全体代表的
意愿，符合中央的人事安排意图，为实现
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提供了坚强的
政治和组织保障。

刘赐贵强调，省第七次党代会的成
功召开，标志着海南站在了新的历史起
点上。新一届省委肩负着团结带领全省
各族人民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历史责
任，要始终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牢
记党的宗旨，忠于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要
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履行“两个
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做到忠诚干

净担当，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要始终坚持生态立省，加强生态保护建
设，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要始终坚持
发展是第一要务，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
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
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敢闯敢试，打造更具
活力的体制机制，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践范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
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让人民过
上更好生活。全省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
习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各位
代表回去后要带头学习宣传大会精神，
动员和引导全省人民把加快建设美好新
海南的宏伟蓝图落到实处，奋力开创无
愧于党、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上午11时30分，大会在雄壮的《国
际歌》声中正式落下帷幕。

中国共产党海南省
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上接A01版
省委副书记沈晓明、李军，省委常委

毛超峰、王瑞连、张琦、胡光辉、蓝佛安、
肖莺子、肖杰、严朝君、张韵声分别结合
各自工作，就加强自身建设作了发言。
省政协主席于迅列席会议。

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刘赐贵指
出，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共同
努力，开了一次风清气正、凝心聚力、求
真务实、团结奋进的省第七次党代会，得
到了各级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
和高度评价。下一步，省委班子就是要真
正做到“六个带头”，带头践行对全省党员
和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把省第七次党代
会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一
抓到底、抓出成效，把对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绝对忠诚体现在认真学
习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和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的具体行动上。

刘赐贵指出，党代会报告就是一张考
卷，全省各级各部门党组织都要认真把这
张答卷回答好，把党代会报告的部署一件
一件抓实抓到底。要层层细化目标任务，
把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一级党组织、每一个
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身上，领导带头、以上率
下，确保一抓到底；结合“十三五”规划等要
求，每年都把报告要求分解为具体指标，年
终考核要有具体“答案”，确保年年有进步。

刘赐贵说，要细化民主集中制的相
关规则，把坚持民主集中制落实到党规
党纪的具体要求上来。他表示将充分信
任并全力支持大家的工作，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一
心，共同拼搏。

刘赐贵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首先从
省委常委班子和每个班子成员做起，坚决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二十条规定的要
求，带头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
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带头守牢廉洁自律的
底线，为各级党组织树立榜样；坚持抓好党
建是最大的政绩，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加强党建的要求体现在每项具体工作上。
同时，也要把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犯的错误
和不廉洁的行为区分开来，为敢担当的干
部担当，为敢负责的干部负责。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省委关于认
真学习贯彻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的通
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认认真真、原原本本
学习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对照各自工
作细化分解目标任务，提出各阶段的具
体指标，认真落实完成。

会议原则通过了省委办公厅关于调
整省委议事协调机构领导成员的请示和
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报告重要工作任务
分工方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和过硬作风
践行承诺狠抓落实

4月28日上
午，中国共产党
海南省第七次代
表大会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胜利
闭幕。图为代表
投下庄严而神圣
的选票。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