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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进行小组会议，讨论政府工
作报告。图为住琼全国政协委员于迅（左）在小组会议上发言。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

3月7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进行小组会议。图为住琼
全国政协委员康耀红（中）参加小组会议。

本报特派记者 张杰 摄

3月 10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海南代表团在
驻地举行全体会议，审议两高工作报告。图为朱洪武代表(前右)
发言。 本报特派记者 李英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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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E访谈
政府给企业送来“大红包”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向各
个领域都释放了很多红利。作为企业
界代表，您有没有收到“红包”呢？

廖虹宇：当然！我们不仅收到了
“红包”，而且是“大红包”。比如说，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大力简政减税减
费，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这对企业来
说是非常利好的消息。海南近年来也
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上下大力气，投
资项目审批提速70%。在实际工作
中，我们也经常向政府提交项目审批
资料，的的确确感受到政府的办事效
率提高了，服务态度也更好了。

又比如，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坚
持‘两个毫不动摇’，全面落实支持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认真解
决民营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企业家参与涉
企政策制定机制”，这令我感到非常鼓
舞。相信未来海南会继续打造更加公
平、高效、透明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
企业和人才来琼投资兴业，推动海南
经济更有质量地发展。

助力海南打造航空枢纽空港

记者：您刚刚说到了民营企业正
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今年是海南
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您所在的海航集团将有哪些
新作为？

廖虹宇：海航扎根海南25载，是
在这片热土中成长起来的国际化企
业。我们的董事长曾说，“海航是一杯
水，要想让这杯水永远不干涸，就要把

这杯水融入到大海里去，与党和国家
同呼吸、共命运”。

正如沈晓明省长所说：“海航好，
海南好；海南好，海航更好”。在历史
的新起点上，海航也将致力于服务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持续加大在
琼投资、发展力度。

以我所在的海航机场集团为例，
我们将通过加快推进美兰机场二期
扩建工程等项目，进一步提升机场的
基础设施保障能力，以美兰机场、凤
凰机场南北两个大型机场作为对外
运输区域枢纽，加快推进博鳌机场国
际口岸开放，配合开展儋州机场前期
调研，使海南形成东西两个支线机场
作为支撑，实现“南北东西，两干两
支”的机场布局，打造国际旅游岛空

港集群。同时，以机场设施为核心，
加快构建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相协
调的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完善陆岛、
岛内、国际三大空港通道，推动各种
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和高效联运，打
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航空
枢纽空港。

推进海南航权进一步开放

记者：当前，越来越多中外游客慕
名到海南旅游。良好的旅游体验离不
开良好的交通体验。您在优化海南空
中交通方面能否提一些具体的建议？

廖虹宇：当前海南只有一条狭窄的
航路，进出海南的大部分航班几乎都会
使用这条航路，容易导致航路堵塞。

我建议，一是促进空域资源合理
配置和高效利用，实现空域资源的精
细化管理，最大化利用好现有空域资
源。二是加快优化海南空域结构，评
估海南岛狭窄航路拓宽的可行性，加
快推进岛内机场进离场航线分离，开
辟新的航路，协调解决当前航路拥堵
的瓶颈问题，进一步深化海南低空空
域改革试点。三是完善相关政策法
规，推进海南空域管理体制改革。

我还希望，在双边航权协定谈判
中，优先将海南作为双边第五航权开放
的试点，与授权国、缔约国双方对等开
放第五航权，同时考虑给予海南中途分
程权政策倾斜，促进海南天空更加开
放，为海南打造“泛南海航空国际枢纽”
创造条件。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廖虹宇做客“两会E访谈”

精细化管理空域资源 促海南天空更加开放

近年来，我国航
空业保持着高速发
展的态势，空域资源
趋于饱和。全国两
会期间，不少代表提
出，在进出海南岛时
常遭遇航班延误、飞
机关舱门后过了好
长时间才起飞等不
愉快的经历。这说
明了，海南空域资源
仍显不足，无法满足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
岛日益增长的航空
市场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
海航机场集团董事
长廖虹宇在做客海
报集团“两会 E 访
谈”时对此提出建
议：全面深化海南空
域精细化管理，促海
南天空更加开放。

■ 本报特派记者 陈蔚林

“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今年的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引用了30多个典型案例，向世界
讲述中国法治故事。这其中，“河南郑州医生电梯
内劝阻吸烟案”和“河北唐山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
逃逸者案”引发了海南团代表的热议。

“这两起案件的审判结果公布后产生了很好
的社会影响。这说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可以通过司法审判得到明确体现。”张业遂代表的
发言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

来自基层的符小琴代表说，这两起案件的
审判结果一经媒体发布就赢得了一片叫好声。
人民群众普遍认为，在这两起案件中，法院的判
决坚守了公平正义、捍卫了公序良俗，很好地体
现了司法的惩恶扬善功能，不仅让人们以看得
见的方式，感受到了公平正义，感受到了法治进
步，还对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
了积极作用。

廖虹宇代表认为，这两起案件实现了法理情
的有机融合，其审判过程及结果的公开化，给大家
上了一堂很好的“法治公开课”。他注意到，近几
年，网友们常常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参与讨论热
点案件，“刚开始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真理越
辩越明，理性的声音终会渐渐占据主流。这从侧
面反映了，人们越来越自发地关注国家法治建设，
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国家法治建设，而且学法、知
法、守法、尊法的人也越来越多。”

“一个案件的审判，影响的不仅仅是当事人。
部分热门案件的审判，会对全社会产生示范作用
和价值引导。”吕薇代表举例，多年前的那起“彭宇
案”，引发了公众对社会道德缺失、诚信危机的担
忧，很多人就此不敢扶老人、救小孩，不要说见义
勇为，就连内心的善意也不敢表露。

她认为，法院应该坚持公正司法、正确量刑，
不应受舆论左右，也不应“各打五十大板”，要做
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让见义勇
为者敢为，以公正裁判树立行为规则，引领社会
风尚”，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写进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两起
案件引发海南团代表热议

司法要成为
社会正能量的有力支撑

扫码看“两会E访谈”视频

■ 新华社记者

3 月 10 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
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
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在代表委员和
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质朴凝练、内涵
深刻，具有重大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
义。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讲政德、树正气，坚定不移把全
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正风肃纪不松劲，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成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旗帜鲜明讲政
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的政治要求，是持之以恒正
风肃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锻造优良党风
政风、确保改革发展目标顺利实现
的重要保障。

“总书记指出，政治生态同自然生
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容易受到污染。
非常具有针对性。”重庆市政协副秘书
长王济光委员表示，“政治生态，既是
检验我们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重要标
尺，也是一方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政

治生态影响党风、政风，更事关党心、
民心。我们要端正风气、振奋精神，坚
持正风肃纪驰而不息、反腐倡廉激浊
扬清，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
政治保证。”

净化政治生态，要害在党员领导
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北京市密云区
委书记夏林茂代表深有感触地说：“作
为一名区委书记，我要做好维护政治
生态的第一责任人，把好用权‘方向
盘’，系好廉洁‘安全带’，自觉为营造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履职尽责、做好
表率。”

“总书记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严格遵守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和田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艾则
孜·木沙说，“我们要进一步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确保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得
到贯彻落实。”

“作为一个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我
觉得今天总书记给我们上了一堂最生
动的思想政治课。”重庆涪陵区南沱镇
睦和村党支部书记刘家奇代表说，“我
要把这些重要精神带回家乡，在我们
村的党员干部和老百姓中及时传达宣
讲，继续推进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与
老百姓面对面、心贴心，为老百姓谋福

利、办实事。”

时刻保持公仆本色，厚
植领导干部“政德”之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德是整个
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
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从政先修德，做官先做人。”河北
省邯郸市磁县县委书记吴从江说，“总
书记提出要讲政德，这就要求领导干
部要守住从政的规矩，要常修为政之
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才
能真正做到明公理、处公心、讲公道、
谋公利，才能真正扑下身子为人民群
众谋福祉。”

重庆市渝北区双凤桥街道办事处
主任杨坤敏说，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领导干部要讲政德”“多积尺寸之
功”，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应在一件件具体工作和
小事中去严格秉持，从做官、做事、做
人的三个维度来强化巩固，努力用忠
诚担当、干净干事，树起政德这面社会
道德建设的风向标。

“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
锤炼坚强党性。”河北省辛集市委书记
邸义说，“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
始终以理想信念立根铸魂，既要坚持
党的纪律和规矩的底线不逾矩，又要
坚持追求理想信念的高线不松懈，才

能在各种诱惑和考验面前稳得住心
神、守得住底线。”

“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
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河南省
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
记李连成代表说，权力“姓公不姓
私”，作为领导干部，要坚持立党为
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清清白白做
人、干干净净做事，让权力回归到
为人民服务的本位，真正为老百姓
解决问题、办实事、办好事，永葆共
产党人的公仆本色。

“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
操守和行为。”重庆市荣昌区委书记曹
清尧代表说，作为执政为民的领导干
部，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加强自律，
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时刻明
白党员的身份定位，增强政治定力、纪
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坚持德法相依，始终保
持对宪法法律的敬畏之心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
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对宪法
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带头在宪法
法律范围内活动。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德
云代表感叹：“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总书记的讲话更进一步强化了我心中
对法治、德治的敬畏。只有常怀对宪
法法律的敬畏之心，依法依规行使权
力，才能做人不‘妄为’、有权不‘任
性’，赢得群众信任支持。”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宪法是治国
理政的总章程，真正对宪法心怀敬
畏。”贵州省贵阳市市长陈晏代表说，
任何涉及行使公权力的活动，都必须
在宪法法律规定范围内开展，领导干
部更要带头维护宪法权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既讲法治
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
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
能紧密结合起来。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陶芳
德对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印象深刻：“总
书记的讲话对我们下一步具体工作有
着极强的指导意义。无论是在从严治
党还是推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都一
定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引导全社会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良好道德风尚。”

“法治与德治两手抓、自律与他
律相结合，我们要拿出恒心和韧劲，
坚持不懈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
作，绵绵发力、久久为功，以新气象
新作为向党和人民交出正风肃纪的
新答卷。”辽宁省凤城市政协副主席
陈德委员说。

（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引起热烈反响

■ 本报特派记者 陈蔚林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赵乐际
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
一些代表团审议

◀上接A01版
要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
控制的意识和能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
不眩于五色之惑”。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
圈、娱乐圈，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如履薄
冰、如临深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增强
拒腐防变的免疫力。

李克强在宁夏代表团参加审议。在听取石泰
峰、咸辉、马慧娟等代表发言后，李克强表示，完全
赞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
告。他说，宁夏是西部民族地区，过去5年经济社
会发展成绩令人瞩目。希望宁夏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党中央、国
务院推进西部大开发部署，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
高地，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把市场
主体活力更好激发出来，为群众办事提供更多便
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落后产能，释放
先进产能，发展先进制造业，不断培育新动能。着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大生
态保护力度，国家支持改善交通等基础设施、基层
文化设施条件，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教育
等，使各族群众的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

栗战书在云南代表团参加审议。在认真听取
陈豪、阮成发、罗珺等代表发言后，栗战书表示，
赞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扎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开创了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建设的新局面。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
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把法治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工
作大局中来考虑、来谋划、来推进，为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希
望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
的重要指示要求，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区，努力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努力
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把七彩云南
建设得更加美好。

赵乐际在西藏代表团参加审议。听取吴英
杰、洛桑江村、齐扎拉等代表发言后，他说，党的作
风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关于作风建设部署要求，坚持纠“四风”转作
风不止步，稳扎稳打、久久为功，坚决反对特权思
想特权现象，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隐形变
异问题，坚决纠正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巩固
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决不能让作风
问题反弹回潮。要扭住不放、寸步不让，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解决，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管出习
惯、化风成俗。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有什么问题
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
用作风建设新成效凝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
大正能量。

陈敏尔、郭声琨等分别参加审议。

3月10日，廖虹宇（左）做客“两会E访谈”。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李庆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