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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同志们：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省六届人大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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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习总书记“4·13”重要讲
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聚焦海南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中心工
作，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等各项报
告和决议，决定设立省六届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并表决通过相关人选，依法补选了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是一次高举旗帜、团
结奋进、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海南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是全省上下奋
发进取极不平凡的一年。习总书记亲
临海南视察，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央
出台12号文件及配套实施方案，赋予海
南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使命；习总书记在
出席首届进博会、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大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发表2019年
新年贺词时又都提到海南、推介海南，
为海南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一年来，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只争朝夕、
奋发图强，坚决推动党中央和习总书记
各项决策部署在海南落地生根，干事
创业氛围空前浓厚。“1+N”政策体系
初步形成，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
速，旅游、互联网、医疗健康等重点产

业实现两位数增长，利用外资、进出口
额等增速名列全国前茅，高质量发展
迈出坚实步伐。主动严控房地产、百
日大招商、百万人才进海南等重点工
作成效显著，生态质量、营商环境持续
改善，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发展效
益和潜能正在不断积聚。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实现良好开局，发展势头蒸蒸
日上，各界对海南发展前景空前看好、
充满信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也是海南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今天的海
南，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我们能不能
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实际
行动，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的新标杆，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有说
服力，国内外十分关注。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责任和使命，党中央和习总书记赋予海
南重大使命，我们这一代人就要责无旁
贷勇挑重担，以更加强烈的事业心和责
任感、更加强烈的发展理念、更加强烈
的攻坚精神、更加强烈的奋斗意识、更
加强烈的全局观念，牢牢把握千载难逢
的历史机遇，最大力度推进“政策落实
年”各项工作，以抓落实的显著成效向
党中央、向习总书记、向全省人民交出
一份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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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狠抓落实
——在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2019年1月31日）

刘赐贵

本报海口1月31日讯（记者彭青林）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历时4天半的省六
届人大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1月31日上午在省人大会堂胜利闭幕。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赐贵在
闭幕大会上作总结讲话，号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万众一心、狠抓落实，以最大力度
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

各项工作，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加快建设美好新海
南、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
范例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献礼。

大会应到代表388人，实到3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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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许俊、何西庆、康耀

红、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屈建民在主
席台前排就座。大会由许俊主持。

会议选举马元林、孙大海、吴辉、何
琳、符宣国、穆克瑞为海南省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表决通过海
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
会组成人员名单。

会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

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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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的决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海南省
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的
决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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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决通过了《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海南省第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海南
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各项决议通过后，本次会议选举产
生的省人大常委会新当选委员、省人大
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向宪法宣誓，
全体代表监督宣誓。

刘赐贵在讲话中指出，省六届人大
二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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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
彻落实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聚焦海南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政策落实年中心工作，圆满完
成了各项议程，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
进、求真务实、风清气正的大会。

刘赐贵深情回顾了在海南历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2018年，党中央和习总
书记赋予海南新的历史使命、全省上下
奋发进取的不平凡历程，深刻阐述了
2019年抓好海南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政策落实年各项工作的重大意义。“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他说，今
天的海南，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能不
能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实
际行动，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新标杆，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
有说服力，国内外十分关注。党中央和
习总书记赋予海南重大使命，我们这一
代人就要责无旁贷勇挑重担，以更加强
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更加强烈的发展
理念、更加强烈的攻坚精神、更加强烈的
奋斗意识、更加强烈的全局观念，牢牢把
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最大力度推进
政策落实年各项工作，以抓落实的显著
成效向党中央、向习总书记、向全省人民
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刘赐贵强调，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政策落实年，要重点抓好“十个落
实”。一是落实理论武装，提升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综
合素质。二是落实开放为先，推动形成

全面开放新格局。三是落实解放思想，
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四是落
实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五是落实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
出表率。六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人民。七是落实敢于斗争精神，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八是落实钉钉子精神，一
张蓝图绘到底。九是落实聚四方之才，
让各类人才在海南各尽其用、各展其
才。十是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以实际行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刘赐贵要求，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

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点热点难点
问题，正确行使权力，提升履职实效，开
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各位人大代
表要牢记职责、发挥优势，联系和动员广
大人民群众，万众一心投身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火热
实践。

沈晓明、毛万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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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路、刘平治、范华平、苻彩香、沈丹阳、
陈凤超、路志强、马勇霞、李国梁、史贻
云、王勇、吴岩峻、陈马林、蒙晓灵、侯
茂丰、李谷建、王天祥、贾东军、贾志
鸿、陈莉、丁尚清、吴月、连介德、林安
等同志在主席台就座。

毛志君、符桂花、符兴、符跃兰、陈海
波等离退休副省级老干部特邀列席会议。

住琼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省委各
部门负责人，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
会及综合办事机构负责人，省人大常委
会各工作委员会委员，省政府组成人员、
副秘书长及省政府直属机构主要负责
人，省监察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检察
院相关负责人，省直副厅级以上事业单
位、部分省属企业、省群众团体主要负责
人，部分中央驻琼媒体和省主要媒体主
要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海南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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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梦瑜）1月31日下午，省纪委七届
三次全会开幕。省委书记刘赐贵出席
开幕大会并讲话，要求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动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加
快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坚
强保障。

本次大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进
行，省政协会堂设主会场，省政府会展
楼和各市县、洋浦设分会场。会前，与
会人员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伸手必
被捉之二》。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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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俊等现
职省级领导在主会场参加会议。省委
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蓝佛安
主持会议。

此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
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和省委七届四次
全会精神，总结2018年纪检监察工作，
部署2019年任务。

刘赐贵在讲话中指出，习总书记在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
话，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九大以来全
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深刻总
结改革开放40年来党进行自我革命的
宝贵经验，对开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
的新篇章作出战略部署，为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指明了方向。全省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纪
检监察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
会、掌握精神实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
策部署上来，强化责任担当，勇于自我
革命，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深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是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保
证。”刘赐贵充分肯定了2018年以来我
省纪检监察工作取得的成绩，深刻剖
析了2019年反腐败斗争形势和当前
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持之以
恒做好六方面重点工作：持之以恒贯彻
落实习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号文件精神，不断加强理论武装；持
之以恒加强政治建设，坚决破除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持之以恒强化作风建设，
不折不扣落实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
之以恒深化标本兼治，巩固发展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胜利；持之以恒落实管党治
党主体责任，健全监督体系；持之以恒
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刘赐贵指出，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特
别是“关键少数”，要更加珍视党和人民
赋予的权力，带头贯彻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若干准则。要带头贯彻落实中央
决策和省委部署，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政策落实年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带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政
令畅通、令行禁止，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使决
策符合规律、符合实际，充分体现和维护
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带头保持健康
的党内同志关系，推动形成和谐共事、团
结奋斗的整体合力；带头做到对党忠诚，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始终从
严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刘赐贵要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
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主动担当作为、
认真履职尽责，发挥好示范带头和监督
检查双重作用；要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
制改革，推进纪检监察工作法治化规范
化；要始终坚持“刀刃向内”，在行使权
力上慎之又慎，在自我约束上严之又
严。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始终牢记
习总书记嘱托，发扬斗争精神，努力成为
立场坚定、意志坚强、行动坚决的表率。

此次全会为期一天半。会议还将
听取并审议蓝佛安同志代表省纪委常
委会向全会作的工作报告，审议省纪委
七届三次全会决议（草案）和其他文件。

刘赐贵在省纪委七届三次全会上强调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坚强保障

沈晓明毛万春李军出席

驻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
队全体官兵，全省红军老战士、军队
离退休干部、烈军属、残疾军人、转业
复员退伍军人：

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省委省政
府谨代表全省各族人民向你们致以
亲切的慰问和美好的新春祝福！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出席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亲自
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出台《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中央12号文件），赋予海南新的战略

定位和历史使命，海南发展迎来了千
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当前，全省
上下正以“一天当作三天用”的拼搏
实干，全力以赴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
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
精神，全岛自由贸易试验区实现良好
开局， 下转A03版▶

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
致驻琼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全体官兵，

全省红军老战士、军队离退休干部、烈军属、
残疾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的

慰问信

社

论

咬定目标不放松 全力以赴抓落实
——热烈祝贺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和省政协七届二次

会议胜利闭幕

本报评论员文章：

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A02） （A03）

1月31日上午，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省人大会堂胜利闭幕。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