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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66人，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长仁 王业侨 王克强 王昱正 毛万春 卞凤鸣 邓爱军 田志强 代 亮
吉兆民 毕 华 刘心红（女） 刘明生 刘星泰 刘赐贵 刘 蔚 关进平
许 俊 孙 喆（女） 麦正华 杜立文 李 军 李江华 李谷建
李 燕（女） 肖 杰 肖莺子（女，壮族）吴川祝 吴 月（女，黎族）吴建东
何西庆（女） 何琼妹（女） 宋少华 张 军 张美文 张 琦 张震华
陆志远 陈 军 陈守民 陈海平 林北川 罗保铭 周耀柒 屈建民 胡光辉
赵晓刚 钟鸣明 袁光平 铁 刚（回族） 徐 凤（女） 徐学健 郭奕秋
高青亮（回族） 高 勇（黎族） 黄金城 黄桂源（女） 符之冠 康耀红
彭金辉（彝族） 彭煜翔 童道驰 曾 锋 谢 京（女） 谭立波（苗族）
黎才旺
秘书长：许 俊（兼）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19年1月2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海南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海南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海南省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2019年省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审议《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设立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
八、决定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

人选
九、选举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议程
（2019年1月2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 任：林北川
副主任：林 胜 符晓君
委 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杜一戎 吴 月（女，黎族）吴建东 张友平 郭奕秋 曾 锋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名单
（2019年1月2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刘赐贵 李 军 许 俊 何西庆（女）
康耀红 林北川 陆志远 关进平 屈建民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19年1月2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1月27日（星期日）
上午 9：00 第一次全体会议（开

幕会）
1、听取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沈晓

明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
2、审查关于海南省2018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书面）

3、审查关于海南省2018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书
面）

11：00 各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

下午 3：00 各代表团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

1月28日（星期一）
上午 8：30 各代表团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审议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选
举办法草案，审议关于设立省六届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审议关于
省六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
人选表决办法草案

10：30 各代表团审查计划报告、
预算报告

下午 3：00 各代表团审查计划
报告、预算报告

1月29日（星期二）
上午 9：00 第二次全体会议
1、听取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许俊关于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的报告

2、听取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陈凤超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的报告

3、听取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路志强关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的
报告

4、表决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

5、表决关于设立海南省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决定草
案

6、表决关于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
表决办法草案

下午 3：00 各代表团审议海南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酝酿、提名候
选人人选，审议省六届人大社会建设委
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草案

1月30日（星期三）
上午 8：30 各代表团审议海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海南省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下午 3：00 各代表团酝酿候选
人、审议各项决议草案

1月31日（星期四）
上午 9：00 第三次全体会议
1、表决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
2、选举

3、表决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
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

4、表决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

5、表决关于海南省2018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

6、表决关于海南省2018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的决议草案

7、表决关于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8、表决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9、表决关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10、进行宪法宣誓
11、领导讲话
闭幕
日程如需临时调整，由主席团常务

主席决定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日程
（2019年1月2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次大会执行主席
（2019年1月27日上午9：00）
刘赐贵 李 军 许 俊 何西庆（女） 康耀红 林北川 陆志远 关进平 屈建民
大会主持人：刘赐贵

第二次大会执行主席
（2019年1月29日上午9：00）
张 琦 童道驰 陈守民 何西庆（女） 张 军 袁光平 何琼妹（女） 钟鸣明 张美文
铁 刚（回族） 宋少华 吴川祝 吉兆民 李江华 陈 军 田志强 麦正华
黄金城 王昱正 孙 喆（女） 刘 蔚
大会主持人：何西庆（女）

第三次大会执行主席
（2019年1月31日上午9：00）
刘赐贵 李 军 许 俊 何西庆（女） 康耀红 林北川 陆志远 关进平 屈建民
大会主持人：许 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执行主席分组名单
（2019年1月2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屈建民 倪 强 刘登山 张 耕 符宣国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2019年1月2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决定：本次会议代表团、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1
月29日12时。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代表团和代表
提出议案截止时间的决定

（2019年1月26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时序更替，盛会其时。在全省人民
的热烈期盼中，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和
省政协七届二次会议隆重开幕！此次
全省两会是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标准高
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关键之年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此次两会对于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凝聚全省人民的智慧和
力量，努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标
杆，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
范例，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我们对两会的召开表示热
烈祝贺！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极不平凡的
一年。去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习近平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
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描绘了宏伟
蓝图，也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前
进方向。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
团结带领全省人民砥砺奋进、苦干实
干，深入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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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面落实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
央12号文件精神，统筹推进各项重点工
作，全省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实现良好开局。取得这
样的成绩，是全省各族人民努力奔跑、
共同追梦的结果，是全省各族人民智慧
和力量的结晶。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过去一年，省
人大及其常委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维护党
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
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紧紧围绕建设中国（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大局，依
法行使职权，勇于担当作为，通过法定
程序，将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转化为全
省人民的共同意志，有效发挥了地方国
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为实施重大国家战
略、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人
大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紧贴新时代
新要求加强立法，为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提供法治保障；聚焦重点问题强化
监督，助推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落到
实处；改进代表服务保障工作，充分发
挥代表主体作用；以转变作风为重点
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提升履职能力
和水平。

共识是奋进的动力。过去一年，政
协海南省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坚定
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定向领航，充分发挥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
政议政职能，为推动海南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省委的正确领
导下，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筑牢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迈出新步伐；紧
扣全省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在助推全
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上实现新作为；紧盯民生实
事开展民主监督，在让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上展现新担当；
凸显政协团结联谊功能，在为全省改
革发展广泛凝心聚力上形成新共识；
聚焦政协工作创新发展，在履职提质
增效上取得新进展；坚持和加强党对
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全面推进党
的建设上取得新成效。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
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
推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关键之年，是海南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做好今年的工
作，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全体
代表、委员们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
度的责任感、使命感，依法履行职权，积
极建言献策，真正把此次大会开成务
实创新、奋发作为的大会，开成团结民
主、风清气正的大会，开成凝心聚力、
共谋发展的大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争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范例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预祝省两会圆满成功！

力同心汇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最大合力
——热烈祝贺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和省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开幕

社 论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刘操）1
月26日，省政协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
习党中央、全国政协和省委有关部署精神
及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主席毛
万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毛万春从学意义、学灵魂、学目标、学
路径、学方法、学底线、学精神、学保障等八
个方面谈学习体会。他指出，海南政协系
统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要大力弘扬特区精神，践行新
发展理念，坚持问题导向，严守底线，稳扎
稳打、久久为功；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坚决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战。

毛万春强调，要强化“一线”意识，保
持“一线”状态，弘扬“一线”精神，追求“一
线”作为，保持新时代奋斗者的姿态和干
劲，使人民政协事业在海南高质量发展中
展现新风采、新作为。要建言献策、积极
履职，确保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蹄疾步稳。要结合政
协的职责定位来把脉开方、对症下药，助

力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和公平、高
效、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2019年，省
政协要围绕目标实、思路实、措施实、鼓与
呼实、效果实以及各级政协委员、全体政
协人和省委、省政府的认可度、满意度实，
围绕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围
绕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进一步凝
心聚力、形成共识，按照政协的职责定位
抓好工作。

会议还通报了《海南省政协常委、委员
2018年度量化考核情况报告》、《省政协机
关落实“三项机制”开展年度考核情况报
告》、《省政协机关在职党支部2018年第四
季度“两力两率”考核情况报告》；通报了省
政协关于“2018年度重点协商议题”“脱贫
攻坚民主监督”“引进外资”等三项工作评
比情况；通报了2018年第四季度开展“六
个严禁两个推进”专项工作情况。

省政协原主席陈玉益，省政协副主
席马勇霞、李国梁、史贻云、王勇、吴岩
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省政协原副
主席陈莉、丁尚清，省政协秘书长王雄出
席会议。

省政协召开专题会议
毛万春主持并讲话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记者李磊）
今年省两会期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继
续组织两会全媒体报道团队，将通过报
纸、微信、微博、客户端等多个载体推出
多种两会报道新媒体产品，充分展示代
表委员履行职责、参政议政风采和两会
盛况，给读者、网友带来全新的体验。

为做好今年的省两会报道，海报集
团扩大了全媒体采编、指挥中心的力
量。早在今年省两会召开的前一周，海
报集团全媒体报道团队就启动了预热
报道。在海南日报推出2019年两会前
奏“我的建议提案”“百姓说变化”栏目
后，海南日报“两微一端”、南海网对该栏
目进行了转载。在前期报道中，海报集
团南海网还推出了英文视频街采、短视
频《海南100秒》、“我给两会捎句话”等栏
目。其中，英文视频街采栏目由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用英文采访在海南生
活和工作的外国友人，听取他们对海南
未来的期待，以及对海南发展的建议。

省两会召开期间，海报集团推出全
媒体融合栏目“两会E快评”，海南日报

评论员和记者变身视频主持人，在会场
外新闻访谈互动区对两会热点内容进
行视频评论。1月26日推出的“两会E
快评”刷屏移动端。

海南日报客户端与海南日报摄影
部联手推出“两会大动镜”融媒体栏目，
为广大读者、网友带来一场两会的视觉
盛宴。海南日报客户端“创意工坊”还
将以创意H5、短视频、一图读懂等多种
形式，第一时间给读者传递“既接天线
又接地气”的报告解读及两会报道。

值得关注的是，南海网在省两会期
间推出系列英文报道，对代表委员的中
文采访进行翻译，关注海南相关的人
才、免税、旅游、金融、开放等方面的话
题，采访后以全英文的方式向外发布。
两会期间，南海网还将用英文翻译政府
工作报告等会议文件的亮点，通过文图
和视频形式向广大网友呈现，而由南海
网制作的语音版“听！来自海南各市县
网友的‘心’声”、H5产品《一笔绘出海
南新发展》等创新媒体产品在省两会期
间相继推出。

海报集团创新融媒体报道模式，今年省两会上——

“两会E快评”等多款融媒体产品刷屏移动端

海南省政协七届二次会议隆重开幕

1月26日，设在省人大会堂一楼的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融媒体工作区，海报全媒体
中心记者正在录制“两会E快评”视频。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上接A01版
讲提升，提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鼓与呼、凝聚共识质量，做党委政府的
好参谋、好耳目、好诤友、好桥梁、好帮
手。要讲保障，切实加强基层党建和委员
队伍建设，用好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
能下机制。

毛万春最后强调，新时代是奋斗者的
时代，是成就事业的时代。我们有幸身处
伟大新时代、有幸身负重大使命，有幸奋
斗在海南这方热土。光荣与梦想激励着
我们，责任和使命鞭策着我们。让我们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海南省委的坚强领
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尽心尽力，尽
职尽责，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时代的业绩，向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
立70周年献礼！

受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的委托，蒙晓灵向大会报告省政
协七届一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
况。省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以来，收到政

协委员和政协各参加单位提交的提案
502件，立案476件，办复476件，办复
率100%。

出席大会的领导同志有：罗保铭、于
迅、汪啸风、卫留成、陈玉益、王广宪、钟
文、毛超峰、张琦、胡光辉、蓝佛安、童道
驰、肖莺子、肖杰、陈守民、刘星泰、彭金
辉、张学军、许俊、何西庆、康耀红、林北
川、陆志远、关进平、王路、刘平治、范华
平、沈丹阳、陈凤超、路志强、毛万标、贾东
军、陈莉、丁尚清、王学萍、洪寿祥、林安
彬、符气浩、陈成、林方略、赵莉莎、王应
际、吴月、连介德、林安等。

应邀列席会议的还有不是七届省政
协委员的住琼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省直
机关单位、省级国家机关各部门、群众团
体、中央直属或双重管理单位、大企业负
责人，省政协机关厅级干部及部门负责
人，省政协历届委员联谊会负责人，省委
统战部厅级干部及部门负责人，中央主要
新闻单位驻琼机构负责人，省属高校统战
部负责人，群众代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