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王玉洁
周晓梦 李磊

新春将至，岁末的椰城暖意融
融。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省六
届人大三次会议1月20日上午在海
口胜利闭幕。

这次大会，是一次凝心聚力、砥
砺拼搏、担当实干、风清气正的大
会，各位省人大代表肩负全省人民
重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
精神风貌，在参与各项议程中依法
履职尽责，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新时代选择了海南，选择了我
们这一代人。代表们一致认为，在
闭幕会上，省委书记刘赐贵用 5个

“过去一年”高度概括了 2019 年我
省各项工作的显著成效，用6个“新
的一年”规划部署了2020年我省各
个领域的工作任务，振奋人心，鼓舞
士气。面对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
交付的无比光荣的政治重托、前所
未有的伟大事业、千载难逢的历史
机遇，每一个奋斗者都应感知到宏
大时局中跳动的脉搏，只争朝夕、不
负韶华，积极参与“我为加快推进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
美好新海南、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动范例而不懈奋斗！

回顾过去一年
豪情满怀

刚刚过去的一年，是极不平凡
的一年。全省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人心齐、人气旺、风气正、干事创
业氛围空前浓厚。

代表们对刘赐贵的讲话十分认
同：海南的发展基础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牢固扎实，海南的发展前景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光明灿烂，海
南的发展态势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备受世界瞩目！

省人大代表、复星旅游文化集
团董事长兼CEO钱建农说，过去一
年来，在国际旅游消费年等重点工
作的推动下，海南经济发展结构得
到不断优化，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9.3%，这说明海南旅
游业等产业的发展有很大潜力和空
间，重点发展旅游业可以提振海南
经济。“海南全力推动自由贸易港建
设，提振了许多海内外企业家的投
资信心。其中，产业结构不断转型
升级，特别是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
对企业来说是个很大的发展机遇。”
他认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8
项重点任务，会吸引更多海内外企
业陆续投资海南，“未来我们也有更
多信心继续引进重大项目落地海
南，培育更多具有海南特色的国际
旅游产品，助力海南旅游产业升
级。”

省人大代表、海口市美兰区海
甸街道禁毒办副主任符良玲说，过
去一年，海南首轮禁毒三年大会战
圆满收官，禁毒经验在全国推广。
在这些重点工作的带动下，我省社
会治理得以扎实推进，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切身感受到各项禁毒工作的战果。
更让她振奋的是，今年省两会提出
要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治理体
系，开展新一轮禁毒三年大会战，这
也表明了我省加强禁毒工作的决心
和力度。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省两
会期间，她提出的建议大部分与禁毒
工作相关，“作为来自基层的代表，我
要尽快把大会精神带回基层，进一步
传达好、落实好大会精神，激励大家
继续做好一线社区戒毒帮扶工作，做
好戒毒康复人员管理服务、生活保障
和就业帮扶工作。”

省人大代表、海南省律师协会
会长张晓辉说，海南建设自由贸易
港，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要加快打
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
环境，把中央赋予海南的各项政策
全面落实到位。2019年，我省司法
工作和法律服务上了新的台阶，特
别是，已实施 23年的《海南经济特
区律师执业条例》得到修订，进一
步加大了海南律师行业对外开放程
度，不仅写下了海南法律服务行业
发展新的一页，也成为了中国恢复
律师制度 40 年来的又一个新的里
程碑。全省广大律师将把握机遇、
凝心聚力，为加快打造法治化、国

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作出新的
贡献。

“2019年，海南各项工作取得显
著成绩，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也取得
了重大进展，老百姓真正从自由贸易
港建设中享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省人大代表、三亚市总
工会常务副主席周月霞表示，这些令
人欣喜的变化从身边人、身边事就可
以看出。比如，她在2019年省两会
上反映的解决“高菜价”的建议，就得
到了我省有关部门的重视——在过
去的一年里，我省一项项剑指“高菜
价”的措施不断出台、落到实处，更多
老百姓把“菜篮子”牢牢地拎在了手
上。

担任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母
爸村党总支书记以来，省人大代表陈
飘见证着村里点滴改变：“特别是过
去一年，村里的变化很大。比如，在
民生的保障和改善方面，村里进一步
推进了生活垃圾处理和‘厕所革命’
工作，全村591户目前户户有卫生厕
所，清扫保洁、垃圾收运等实现全村
覆盖，村里整洁干净了，生活质量提
高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越来越
强。”他透露，村里正计划着继续优化
芒果种植等产业，通过提升种植技
术、实施标准化管理和充分利用撂荒
土地资源等做法，让村民们的腰包一
天比一天鼓。

列席本次省两会的省生态环境
厅厅长邓小刚注意到，闭幕会上提
到过去一年的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时，我省 PM2.5 年均值下降到 16 微
克/立方米的成绩令人振奋。“环境
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他介绍，我省“十三五”规
划明确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9项约
束性指标中，PM2.5浓度和地表水水
质指标已提前完成 2020 年目标任
务。2020年，我省生态环境部门将
着力提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着力守住生态环
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的底
线，确保实现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
坚强的环境管理制度保障和优良的
生态环境基础。

展望新的一年
斗志昂扬

上午的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闭
幕会一结束，省人大代表、海南海
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船队副经理黄
剑就从会场直接赶到新海港码头的
航运一线：“近期港口车客流量大，
我要赶回来和同事一起值好班、站
好岗。”

“春运时是港口最忙的时候，
再加上这段时间冷暖空气交替，
我 们 要 做 好 船 舶 安 全 运 行 等 工
作。”黄剑说，去年 9 月 1 日开始，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班轮化运营模
式正式实施，客滚船舶的发班频
次 增 加 ，方 便 了 过 海 旅 客 的 通
行。今年春节，他将和同事一起
值班，在岗位上过年。在他看来，
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就是对特区
精神和椰树精神的最好诠释；脚踏
实地、做好本职，就是为加快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我
们将创新服务方式，为进出岛旅客
提供更加安全、快捷、便利、舒适的
过海服务。”

“从这几天会场的热烈气氛中，
我能感受到，全省上下已经形成了
拼搏实干的良好氛围。”省人大代
表、儋州市南丰镇马岭排苗族村党
支部代理书记陈世凤说，虽然大会
已经结束，但人大代表的履职为民
永远只有进行时，“在新的一年里，
我将坚持发扬特区精神和椰树精
神，结合工作岗位实际，扛起担当、
苦干实干，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
处。特别是，要在‘我为加快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
中，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带动村民
做好保护生态环境、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等工作，走出一条适合马岭排
苗族村发展的道路，让村民真正富
裕起来。”

“当刘书记讲到我们要‘让千年
民生梦想，经百年同心奋斗，在今朝
梦想成真’时，会场响起了自发的热
烈掌声。这是伟大理想、宏伟目标，
更是民心所向、胜之所往。”省人大代
表、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莹说，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海南时曾在玫瑰谷和企业聊发
展、与农民话增收，留下了“小康不小
康，关键看老乡”的深情嘱托，“我们
将不负习总书记的重托，按照本次大
会部署的目标任务，精心谋划、奋力
推动各项工作，扎根三亚、建设海
南、服务人民，用产业带动农民脱贫
致富、带动当地旅游发展、带动特色
产业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用玫瑰
谷的娇艳鲜花为美好新海南再添一
抹亮色。”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海南建
设自由贸易港的关键之年。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需要更多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各界人
士参与。因此，此次省六届人大三次
会议，我省首次邀请华侨列席。

“受邀回海南参加人大会议，
我们不仅感受到了家乡对琼籍侨
胞的关心和重视，更收获、畅通了
参政议政的宝贵渠道。”列席会议
的新西兰海南总商会副会长龙登
鹏通过这次会议，全面了解了当
前海南建设发展的成绩和任务。
他欣喜地发现，2019 年全球面临
经济下行的压力，而海南仍能实
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让人充满信
心。“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全省人
民的大事。作为琼籍侨胞，我们
也要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
贡献者。”他说，他要把家乡建设
发 展 的 成 就 同 海 外 琼 籍 侨 胞 分
享，也愿意搭建海南同新西兰联
系的桥梁和纽带，帮助有投资意
愿的海外企业投资海南，同时团
结新生代侨胞力量，帮助海南企
业进入更大的国际市场。

人生能有几回搏，建功立业在
今朝！代表们庄严承诺，将以本次
大会为新的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以“一天当三天用”的干劲和“干一
件成一件”的韧劲，勇立潮头，乘风
破浪，驱动海南这艘巨轮驶向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胜利彼岸！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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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港澳游艇自由行

59国人员
入境旅游免签

离岛免税购物等政策落地或优化

执飞境外航线达103条
“田字型”高速公路网全面贯通

4.5万人脱贫任务

高质量完成
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01%

PM2.5年均值下降到

16微克/立方米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

全国一流

服务业增加值
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

75%
同比提高8个百分点
占GDP比重达59.3%
提高2.7个百分点

非房地产投资比重达

58.4%
提高6.9个百分点

翻一番
新设外资企业
实际利用外资

海口江东新区、三亚中央商务区、热
带雨林国家公园等先导性项目建设提速

四小时八小时飞行经济圈和西部
陆海新通道新支点建设加快谋划推进

精心规划建设三大类20个重点
园区，精细谋划部署早期安排

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
设，构建近海、岸线、岛内三道防控圈，
系统研究部署重大风险防控，确保自
贸港建设既“放得开”更“管得住”

数说亮点

制图/张昕

全面推动落实“1+N”政策体系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调研正式启动

自贸港政策和制度体系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大力推进12个方面重点制度创新
相继发布6批71项制度创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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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能有几回搏
建功立业在今朝
——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