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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苏民）省政府日
前出台《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
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
事项材料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其中，申请保障房、经适房、限
价房、公租房不用再提交“收入证明”
等材料。

《决定》中提出，取消1个规章中
设定的证明事项材料。取消《海南省
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
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户籍地、
原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
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证明”，改由书

面告知承诺替代。
同时，还取消了5个规范性文件

中设定的证明事项材料：《海南省保障
性住房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
定的“家庭成员婚姻状况证明”“收入
证明”“用人单位证明”“社保证明”“住
房情况证明”；《海南省经济适用住房
管理实施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家庭
成员婚姻状况证明”“收入证明”“住房
情况证明”；《海南省限价商品住房管
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规定的“家庭
成员婚姻状况证明”“收入证明”“用人
单位证明”“社保证明”“住房情况证

明”；《海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试行）》第十九条规定的“家庭成员婚
姻状况证明”“收入证明”“用人单位
证明”“社保证明”“住房情况证明”；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
南省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的实施意见及配套性文件的通知》附
件3《海南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
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缴纳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证明书”。以上证明事
项材料全部改由通过政府部门内部和
部门间信息共享或者书面告知承诺等
方式替代。

我省取消部分证明事项材料
申请保障房、经适房、限价房、公租房不用再提交“收入证明”等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李
磊 彭青林）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主
席团1月30日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
厅先后举行第三次、第四次会议。

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第
三次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66人，实
到62人，第四次会议应到主席团成
员66人，实到63人，均符合法定人
数。

两次会议均由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刘赐贵主持。主席团常务主席
李军、许俊、何西庆、林北川、陆志远、
关进平、屈建民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召开的省六届人大二次会
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共7项议程。
会议决定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
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听取
和审议关于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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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将关于
计划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
议；听取和审议关于海南省2018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
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将关于预算
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决
定将关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
决定将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

团审议；决定将关于海南省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
表团审议；听取关于各代表团酝酿、
提名候选人人选情况的报告，决定
将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人选和代表
联名提名的候选人人选一并提请各
代表团酝酿。

下午召开的省六届人大二次会
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共4项议程。
会议听取关于各代表团酝酿候选人

情况的报告，确定正式候选人名单，
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选举；决定将总监
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提请大会全体
会议表决；听取和审议关于代表提出
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将关于政
府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省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省高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的决议草案建议表决稿，提请大会全
体会议表决。

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第四次会议
刘赐贵主持 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彭
青林）1月30日，刘赐贵代表先后来
到三沙、解放军、琼中、五指山等代表
团参加审议。

刘赐贵在审议时说，海南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
略，给海南各领域改革发展带来了千
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全省上下要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
神，紧紧围绕“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
找准各自工作的着力点，立足本职岗
位做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文章。

刘赐贵强调，日前，习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和《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各有关市县和部门一定要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部署，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只
能更好、不能变差的底线，牢固树立
和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在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
的过程中敢于探索、先行先试，把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成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
一张靓丽名片。

在三沙代表团，刘赐贵对三沙建
市以来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要求三
沙继续做好三篇文章。一是守好祖
国南大门、维护好海洋权益，加强与

泛南海经济合作圈的合作交流，把南
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
作之海；二是推进国家重大战略服务
保障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应
急救援与服务保障能力；三是充分发
挥三沙优势，领导干部要沉在一线抓
工作，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
项政策的落实。

在解放军代表团，刘赐贵要求军
地双方共同努力，坚决落实习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在打造国家军民融合
创新示范区上走在全国前列。他强
调，海南建设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离不开驻琼部
队的支持和参与。军地双方要牢牢把
握机遇，顺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
要求，全面加强军队和地方建设，全面

提升军民融合发展水平，营造更加浓
厚的军民鱼水情、军民一家亲氛围。

在琼中代表团，刘赐贵说，琼中
要抓住“田”字型高速公路开通的机
遇，综合发挥生态资源、农业资源、劳
动力资源等优势，充分调动基层干部
群众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农民素质、
产业素质和发展质量。要积极参与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沿路打造一
批美丽乡村，注重农旅结合，提升乡
村发展的综合效益，巩固脱贫摘帽成
果，在确保不返贫的基础上，不断提
高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

在五指山代表团，刘赐贵指出，
五指山市全境都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内，你们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以建
设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契机，推动全

市发展迈入新阶段。要力争今年高标
准高质量脱贫摘帽，同步推进脱贫摘
帽与巩固提升；要抓住机遇，实施好乡
村振兴战略，让五指山的百姓切身感
受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刘赐贵在审议时强调，我们这一
代人，特别是这一届人大代表是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第一批人大代表，必须加强学
习、履职尽责，按照中央精神和省委
要求，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认
真开展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素养和履
职能力，努力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赋予海南的重大使命和各
项政策措施落实好。

胡光辉、肖杰、陈守民、何西庆、
苻彩香代表分别参加审议。

刘赐贵在三沙、解放军、琼中、五指山等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

围绕“三区一中心”找准工作着力点
立足各自岗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刘操）
海南省政协七届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于1月30日上午在省人大会堂胜
利闭幕。会议号召，全省各级政协组织、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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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团结拼搏、砥
砺奋进，不断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谱写
政协事业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向新

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献礼。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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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王雄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会议由毛万春主持。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
贵，省委副书记、省长沈晓明，省委副书
记李军等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时，海南省政协七届二次会
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大会）在省人

大会堂举行。会议应出席委员 389
名，实际到会 375 名，符合规定人数。
大会选举冯文海、柳松华、娄东风3名
同志为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
委员。

上午10时，海南省政协七届二次会
议闭幕大会举行。会议通过了政协第七
届海南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政协第七
届海南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省政协

七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通
过了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政治决议。

会议指出，海南省政协七届二次会
议，是在海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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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港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省委书记刘赐贵、省长沈晓明等领
导出席会议，听取委员的意见建议，与委

员一道共商海南改革开放发展大计，对
七届省政协开局之年履职成效给予充分
肯定，对做好2019年政协工作提出新要
求、新希望。会议期间，委员们认真审议
讨论各项报告，聚焦全省中心工作和海
南改革开放发展大局，用提案、讨论、协
商、发言等形式，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
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诠释了真学
真干、履职尽责的委员风采和新时代海
南政协的良好风貌。

毛万春在会上强调，2019年是新中
国成立70周年，是人民政协成立70周
年，也是省委提出的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政策落实年，做好各项工作对推进
海南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探索建
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全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参加
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一定要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进
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履职
担当、奋发进取，凝聚起共建美好新海南
的强大合力，不负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
民的期望。

毛万春对全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
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做好2019
年政协工作提出四点要求，一是牢记站
位，必须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始终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必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确保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
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到政协全部
工作之中，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
方向前进；二是牢记转化，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总书
记“4·13”“11·5”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
文件精神、习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仅要学，更要
会用，必须把落脚点放在内化于心、外
践于行上，放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上；
三是牢记实干，要按照目标实、思路实、

措施实、效果实的原则谋划政协工作，
围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
年、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等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中的重
点，围绕关系人民群众安危冷暖的难
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和协商议政，把
矛盾问题搞清搞透，把意见建议提准提
实，为全省改革发展大局贡献政协智
慧、政协力量；四是牢记担当，主动把政
协工作置于全省改革开放发展大局中
谋划推动，对标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做到党委政府工作部署到哪里，政协工
作就跟进到哪里，党委政府需要政协做
什么，政协就按照职责定位帮什么。要
大力弘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
决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各种顽疾、
潜规则作斗争。

毛万春希望，海南政协人继续按照
省委倡导的“一天当三天用”、不惜脱几
层皮的干劲，发扬一锤接着一锤敲、不达
目标不罢休的钉钉子精神，主动作为、苦
干实干，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出席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于迅、汪啸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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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王路、
刘平治、范华平、苻彩香、沈丹阳、陈凤
超、路志强、毛万标、贾东军、陈莉、丁尚
清、陈成、林方略、赵莉莎、王应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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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海南省政协七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刘赐贵沈晓明李军出席闭幕会 毛万春主持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刘操）1月30日上
午，省政协七届六次常委（扩大）会议在海口举行。省
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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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王雄出席会议。

就全省政协系统如何助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
落实年，毛万春指出，要深化认识抓落实，全省政协系
统要进一步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持续下功夫；要韧劲十足抓落实，敢于挑起重
担，敢于攻坚克难，敢于奋勇争先；要凝心聚力抓落实，
让团结基础更厚实、合作力量更强大，形成攻坚克难、
攻城拔寨的强大合力；要争创一流抓落实，全省政协系
统要努力把党建工作做得更好，把协商民主视野放得
更宽， 下转A03版▶

省政协七届六次常委
（扩大）会议召开
毛万春主持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刘操）1月30日下
午，毛万春代表在儋州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要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坚决
执行党中央和省委的各项重大决策部署，把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1月29日在儋州代表团参
加审议时提出的要求落到实处。

毛万春指出，儋州要全面认真持续地贯彻好习近
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抓好
海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各项工作。要
找准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中的短板和
薄弱环节，解决好执行力层层衰减等问题，切实提升干
部执行力，持续优化发展软环境。

毛万春强调，儋州要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生态文
明建设，确保生态环境只能更好、不能变差。要在“天
更蓝”上实现提升， 下转A03版▶

毛万春在儋州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提高执行力
持续优化发展软环境

1月30日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省人大会堂胜利闭幕。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