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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订的《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中部分条款在
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滞后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多规
合一”试点工作的开展。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对该条例
进行修改，增加农场连队居民点民房报建管理条款，
明确乡镇规划建设管理所队伍管理职责，对该条例中
涉及存量房地产项目处理的款项进行修改和补充。

审议办理结果：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认为，为
推进我省“多规合一”改革，有必要对《海南省城乡规
划条例》进行修改。省人大常委会已对《海南省城乡
规划条例》进行了修订，于2018年4月3日正式颁布
实施，在修订工作中吸纳了代表议案中提出的有关
意见。

助推“多规合一”试点
关于修改《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的议案（第611008号） | 主办单位：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

新年伊始，万象
更新。来自全省各
市县、各行业的人大
代表齐聚海口，将肩
负人民重托，依法履
行神圣职责，积极建
言献策，共商发展大
计。

省六届人大一
次会议以来，代表团
和代表联名提出议
案20件；提出建议、
批评和意见（以下简
称建议）339件，这
些议案建议全部审
议、办理完毕。其
中，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确定6件建
议，作为主任会议成
员重点督办建议。

每一件议案和
建议的提出，都凝
聚着代表团和每一
名代表的拳拳之
心、为民之意。本
报特选取了部分重
点督办建议和部分
社会影响较大的议
案、建议共10件，以
及其办理落实情况
予以摘登。

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加快湿地保护立法，从法律法
规层面加大我省湿地保护力度，做好我省湿地保护工
作。建议立法将全省所有湿地纳入保护范围，重点加
强自然湿地、国家和省级、市县级重要湿地的保护与
修复，将湿地保护修复成效纳入各市县政府领导干部
的考评体系，建立海南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等内容。

审议办理结果：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认为，为
做好我省湿地保护工作，加强对湿地的保护，制定《湿
地保护条例》是必要的。2018年5月，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湿地保护条例》，于2018年7
月1日颁布实施。该条例吸纳了代表议案中提出的
有关意见。

将全省所有湿地纳入保护范围
关于对海南省湿地保护立法的议案（第611014号） | 主办单位：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

建议对《海南经济特区禁毒条例》关于强制隔离
戒毒的条款进行修改：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修订
为：对于吸食、注射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冰毒）成瘾
人员，公安机关应当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修订为：对于吸食、注射海
洛因或甲基苯丙胺（冰毒）以外的其他毒品成瘾严重
人员，公安机关应当直接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审议办理结果：省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认为，
2010年制定的《海南经济特区禁毒条例》实施多年，
禁毒工作面临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议案提出的一
些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海南经济特区禁毒条
例》已由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2018年12
月26日修订通过。在修订条例中，吸纳了代表议案
中提出的有关意见。

立法对新型毒品吸食者强制隔离戒毒
关于修改《海南经济特区禁毒条例》的议案（第611005号） | 主办单位：省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

建议：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统筹规划，加强农村
教学点标准化建设，扎实抓好消除大班额工作，进
一步加强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从根本上
破除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二元结构。

办理：关于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
制学校标准化建设的问题，省教育厅已起草相关
文件，统筹指导全省小规模学校（含教学点）标准
化建设。正在开展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
学校的摸底调查，延长“全面改薄”工程至2020
年，把资金项目重点向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
规模学校建设倾斜，加强优质学校对乡村薄弱学
校的支援和引领。

关于加快消除大班额工作的问题，将严格落

实《加强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
理意见》，适时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予以
保障。并要求各市县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消除大班
额专项规划，明确“严格控制存在大班额、超大班
额学校的招生计划”。

在加强城乡义务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将调整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继续实施“海南
省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并将通过实施《百
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2018—2025 年）》、

“银龄讲学计划”等，科学合理引进和配置人
才。同时加强乡村教师培训力度，完善教师交
流轮岗机制，规范教师岗位职务的年度考核或
聘期考核。

破除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二元结构
关于推动我省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建议（第612001号） | 主办单位：省教育厅

建议：加快推进中部地区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建设，从规划、体制、法治三个层面强化国家公园
生态保护成效，从森林资源、特色文化、基础设施
三个层面提升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开发水平，
并从土地征用、生态补偿、替代生计三个层面维护
当地社区发展利益。

办理：自 2017 年 8 月底以来，我省深入开
展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专题研究论
证工作。公园划界方案经过反复论证、评审
和多次调整，已经较为成熟。拟建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的范围划定考虑了从规划、体
制、法治三个层面，强化海南中部山区的生态
保护成效。

关于要从森林资源、特色文化、基础设施
三个层面提升旅游开发水平的建议，拟对国家
公园内的经营性项目实行特许经营，特许经营
收入纳入收支两条线管理，用于国家公园的生
态保护和民生建设。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可
在国家公园传统利用区和科教游憩区发展生
态旅游，打造体现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特色的精
品小镇，促进居民就业与传统生态产业发展，
提升中部山区的旅游开发水平。关于要从土
地征用、生态补偿、替代生计三个层面维护社
区发展利益方面，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方案
中提出要建立形式多元、绩效导向的生态补偿
机制。

建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关于加快推进中部地区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几点建议（第612040号）| 主办单位：省林业局（原省林业厅）

建议：我省社区矫正各部门之间衔接不顺畅，配
合不密切，势必使教育改造效果不理想。针对这些
问题，建议进一步加强我省公、检、法、司、监狱各部
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衔接配合力度，并形成机制
化，确保社区矫正依法适用、部门之间密切配合、工
作程序规范运行、矫正措施落实到位。

办理：我省社区矫正工作正建立健全全省社区
矫正管理联动机制，省司法厅前期通过完成组织机
构建设、持续做好社区矫正监管安全工作，不断加强
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推进社区矫正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加强社区矫正工作力量。
关于“建立社区矫正使用前的衔接配合管理机制”的

建议，省司法厅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各市县社区矫正
调查评估意见回复工作的监督指导，确保此项工作得到
贯彻落实。关于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情况通报制度、
数据共享机制等建议，省委政法委会同办理意见同意由各
市县党委政法委牵头建立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制度、情况通
报制度和数据共享机制等，省委政法委已成立全省政法智
能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省司法厅已建议将社
区矫正工作有关数据一并纳入“海南政法系统数据库”。

建立社区矫正管理联动机制
关于尽快建立社区矫正管理联动机制的建议（第612080号） | 主办单位：省司法厅

建议：省外事办公室和省公安厅研究协助国际
医疗旅游签证落户博鳌乐城先行区。博鳌乐城先行
区试行以医疗、旅游为目的外国患者及陪同者的入
境签证。试行延长单次旅游签证在博鳌乐城先行区
滞留时间，并为到博鳌乐城先行区诊疗的外国患者
提供更加便利的签证证件办理服务。

办理：现有签证政策已能较好满足前往博鳌乐城
先行区就诊的外国患者及其陪同人员的需要，无需增

设新的签证种类。为给前往博鳌乐城先行区诊疗的外
国患者提供更加便利的签证证件办理服务，2018年5
月17日省公安厅下发通知要求琼海市公安局在医疗
先行区设立出入境服务管理窗口（以下简称出入境窗
口），功能事项包括：境外患者及其境外家属、陪护人员
提供相关诊疗材料后，根据其实际需要为其办理长期
或短期的停居留证件，方便其诊疗；出入境窗口办理外
国人签证证件做到随来随办、最多只跑一次制度。

促进国际医疗旅游签证办理便利化
关于助推国际医疗旅游签证落户博鳌乐城先行区的建议（第612105号） | 主办单位：省公安厅

建议：由省主管部门牵头，结合各市县区域资
源禀赋和传统优势，以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为抓手，统筹打造名优农业品牌，集中规划现代农
业产业园，统筹构建营销推介体系，加快推进我省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

办理：近年来，省农业农村厅着力打造一批
具有海南本土特色的农业知名公用品牌，引领提
升海南农产品的市场公认度和竞争力。为建设
我省农产品品牌，下一步具体措施如下：加强顶
层设计，系统谋划农业品牌整合发展；推进标准
化生产，夯实农业品牌整合发展基础，建设一批
品牌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农产品出口生产基
地；提升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大力发展槟榔、

肉类、罗非鱼、益智、椰子、咖啡等特色产品加工
业，实施农业产业化；依托现有基地、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组织，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抓好科
技创新与技术推广；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增强品牌带动力，在壮大、嫁接改造一批龙头
企业的基础上，鼓励和吸收工商资本和民间资本
等进入农业领域；整合农业品牌资源，做大做强
省级农产品公用品牌；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加大宣传营销推广，扩大农
产品公用品牌声誉，大力实施海南省农产品公用
品牌营销推广体系建设工程；实行动态管理，保
障农产品公用品牌有效延续性，加强品牌农业企
业信息库建设。

全省统筹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
关于统筹培育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的建议（第612107号）| 主办单位：省农业农村厅（原省农业厅）

建议：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包括安排财政资金支持
建设烘干厂、南繁育秧厂、种苗中心等，发起设立南繁产
业基金，积极孵化南繁产业项目，支持企业开展产业并
购，使农垦南繁种业快速完成育繁推一体化高科技企业
建设。加大技术和人才支持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在南繁产业发展的土地政策方面给予支持，支持南繁集
团成立世界种业联盟，以打造热带现代农业王牌。

办理：在人才引进方面，将培养引进高层次种业科

技人才，将南繁人才开发转化为内生需求和内生发展
动力；在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方面，将加快南繁水利、
高标准农田、生物专区、供地定金补贴、制种大县奖补
等项目的实施，促使南繁项目早建成、早受益；在南繁
产业发展的土地政策方面，将从土地利用、制度建设等
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在支持南繁集团成立世界种业联
盟方面，将支持农垦控股集团成立世界种业联盟，继续
支持在垦区组织实施胡椒、热带水果、橡胶等研发。

打造海南现代农业王牌
关于支持海南农垦南繁产业发展的建议（第612132号）| 主办单位：省农业农村厅（原省农业厅）

建议：建议省政府给予资金支持，推动新海港
基础设施及交通路网建设；建议省政府支持琼州
海峡港航资源整合，加快推进琼州海峡港航一体
化工作；建议省政府支持发展琼州海峡多样化运
输方式，解决琼州海峡过海难的问题。

办理：海口市政府：近年来主动加强与湛江
市的沟通协调，共同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
发展，目前两岸港口基础设施及交通网络建设
正在积极推进。针对琼州海峡车客过海方式单
一的问题，新海港区规划增加了高速客滚、高速
客船、直升机、水上飞机、高铁等多种运输方式，
构建琼州海峡综合立体大交通。实施两岸港
口、航运资源整合是琼州海峡一体化发展的重
要内容，目前已经明确了整合的路径及计划。
海口市政府还将积极向省政府报告，协调各方

力量，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发展，加快解决
过海难问题。

省交通运输厅：将联合省发改委安排资金支
持，推进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在构建多元化综合
运输体系增加运力方面，琼州海峡已有21艘船舶
完成了更新改造，未来还有28艘船舶将实施更新
改造计划，下一步将根据琼州海峡淡旺季需求更
新建造大、中、小等不同型号的船舶。省交通运输
厅还在研究探索开通海口至广州、深圳、湛江航线
等新航线，优化海口至徐闻港航线。为加快推动
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建设，琼粤两省正逐步开展
琼州海峡港航资源整合工作，目前，海南港航控股
已完成了新海港一期资产整合工作，同时广东方
面也已启动港航资源整合工作。

（本报海口1月26日讯）

解决琼州海峡过海难问题
关于推动琼州海峡港航一体化的建议（第612264号）| 主办单位：海口市政府、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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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言献策谋发展 聚焦民生补短板
——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热点议案建议盘点

■ 本报记者 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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