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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1月30日下午就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
时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
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
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
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

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
要求。全党一定要深刻认识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科
学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
和重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
力、迈上新台阶。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由中
央政治局同志自学并交流体会，刘

鹤、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陈全
国、陈敏尔、胡春华、蔡奇就这个问题
作了重点发言，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
听取了他们的发言，并就有关问题进
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
话。他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这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
局出发， 下转A02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彭青林 李磊）历时
5天半的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今天上午在省人大会堂胜利闭幕。

大会应到代表384名，实到378名，符合法定
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本次会议执行主席刘
赐贵、沈晓明、李军、王瑞连、蓝佛安、许俊、何西
庆、康耀红、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

大会分两个阶段进行，分别由李军、许俊主持。
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省政府领导班子及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选举产生了我省出
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刘赐贵当选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当选省人民政府
省长。

大会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新当选的省级国
家机关部分领导同志在宪法前庄严宣誓，全体代
表监督宣誓。

会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海南省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海南省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海南
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2017年
海南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及2018年海南省
和省本级预算的决议》《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
决议》《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

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刘赐贵在讲话中指出，这是一次高举旗帜、

团结民主、求实奋进、风清气正的大会。会议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奠定了
政治和组织基础。

刘赐贵代表全体当选同志，对各位代表和全
省各族人民的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表示一定不负重托、牢记职责、依法行使权力，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脚踏实地谋发展，一
心一意为人民，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干事
创业、励志拼搏，谱写新时代的海南新篇章。

刘赐贵指出，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
周年，近几年来海南发生的巨大变化有力印证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伟大，印证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光明之路，印证
了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更是发展海南的关键一
招。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和无比光明的发展前景，我们一定要动员全
省各族人民，牢牢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经济特
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势”，发扬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坚定不移加快建设美
好新海南，以凝心聚力、奋力拼搏的新作为，开创
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刘赐贵要求切实做到七个“坚定不移”，加快
建设美好新海南，打造更具说服力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实践范例。要坚定不移强化“四个意识”，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定维护习总书记在
党中央、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海南贯彻落实。要坚定不
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牢牢把握海南战略定位和
历史使命，大胆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冲

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更加
精准、更加配套、更加革命的举措推动新一轮改革
开放，把海南打造成为新时代更加开放、更有活
力、更为国际化的经济特区。要坚定不移推动高

质量发展，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培育壮
大十二个重点产业，高标准建设“五网”基础设施、
六类产业园区、全域旅游示范省和“美丽海南百镇
千村”，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下转A05版▶

海南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选举产生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政府领导班子及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主要领导

选举产生我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刘赐贵讲话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彭青林 李磊）今天
上午举行的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省政府
领导及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
院主要领导。刘赐贵当选省六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沈晓明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选举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本次会议执行主
席李军主持。选举应出席代表384人，实到378人，
符合法定人数。

许俊、何西庆、康耀红、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当
选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超峰、王路、刘平治、
刘星泰、彭金辉、范华平、苻彩香当选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蓝佛安当选省监察委员会主任；陈凤超当选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路志强当选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会议选举屈建民为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并选举产生了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50人。

会议同时选举产生了我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25名。

在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后，到会代表以无
记名方式，通过电子智能票箱进行投票。

根据大会通过的选举办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秘书长，省人民政府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行等额选
举。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人
大常委会委员和我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

根据法律规定，当选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
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
准。当选的我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完成代表资格审查程
序后予以确认并公告。

根据主席团会议通过的《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宪法宣誓组织办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副主任、秘书长、委员，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组成人员，在本次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全体代表
监督宣誓。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再进行宪法宣誓。

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刘赐贵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沈晓明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李军主持选举
各位代表、同志们：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省六届人大一次会
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即将胜利闭幕。这次
大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落实省第七次党
代会和省委七届二次、三次全会部署，审议通过
了政府工作报告等各项报告和决议，顺利完成
了新一届省级国家机关的换届选举，选出了我
省出席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为加
快建设美好新海南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会
议开得很成功，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民主、求
实奋进、风清气正的大会。

在这次换届选举中，部分同志因年龄原因
不再进入省级国家机关领导班子，他们为海南
的改革开放发展付出了辛勤努力，作出了突出
贡献，值得我们铭记。在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
声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我也代表
新当选的同志，对各位代表和全省各族人民的
高度信任和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我们一定
不负重托、牢记职责、依法行使权力，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做
到旗帜鲜明讲政治，脚踏实地谋发展，一心一意
为人民，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干事创
业、励志拼搏，谱写新时代的海南新篇章。

各位代表、同志们，今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在邓小平、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
家的推动下，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海南从封
闭落后的边陲海岛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
区和唯一的省域国际旅游岛，走上改革图强、开
放发展的宽广道路。今年也是习总书记视察海
南并发表重要讲话5周年，习总书记要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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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践范例，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去年以来又对
我们博鳌小镇建设、深化改革开放、生态文明建
设相继作出重要批示，为海南当前和今后相当
长时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几年来，海南的
经济增速年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省域“多规合

一”、农垦等改革创造了全国经验，博鳌亚洲论
坛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凸显，生态环境质量保持
全国一流，路网、光网、电网、气网、水网“五网”
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日益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全国居前，三沙维权维稳扛起了国家
担当，等等，这些巨大变化有力印证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伟大，印证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光明之路，印证了改
革开放是发展中国更是发展海南的关键一招。

各位代表、同志们，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我们面临的
机遇前所未有，海南发展的前景无比光明。我
们一定要动员全省各族人民，牢牢坚持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充分发
挥生态环境、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三大优
势”，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
精神，坚定不移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以凝心聚
力、奋力拼搏的新作为，开创海南新一轮改革开
放的新局面。

一是坚定不移强化“四个意识”。坚持党对
一切工作的领导，坚定维护习总书记在党中央、
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海南贯彻落实。

二是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牢牢把
握海南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大胆解放思想，善
于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
更加精准、更加配套、更加革命的举措推动新一
轮改革开放，把海南打造成为新时代更加开放、
更有活力、更为国际化的经济特区。

三是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把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培育壮大十二个重点产
业，高标准建设“五网”基础设施、六类产业园
区、全域旅游示范省和“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实
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下转A02版▶

坚定不移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在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2018年1月31日）

刘赐贵

1月31日，新当选的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向宪法
宣誓。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1月31日，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在省人大会堂胜利闭幕。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1月31日，新当选的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向宪法宣誓。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