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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洋浦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园区管理体制的决定
（2020年4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
第51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洋浦经济开发
区等重点园区管理体制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 日通过，
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2 日
按照分步骤、分阶段加快推进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要求，为了
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
环境，促进和保障海南自由贸易港
重点园区开发和建设，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实际，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作出如下决定：
一、本决定所称海南自由贸易
港重点园区包括洋浦经济开发区（含

东方临港产业园、临高金牌港开发
区）、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海口江东新区、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含观澜湖旅游园区）、海口
综合保税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三
亚中央商务区、文昌国际航天城、陵
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海南生
态软件园等十个重点园区。
二、洋浦经济开发区（含东方临
港产业园、临高金牌港开发区）、海
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含观
澜湖旅游园区）、海口综合保税区按
照现行体制进行管理。
三、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海口江东新区、三亚崖州湾
科技城、三亚中央商务区、文昌国际
航天城、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
验区、海南生态软件园设立管理机

构，作为在园区履行相应行政管理
和公共服务职责的法定机构，依法
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具体负责园区
综合协调、开发建设、运营管理、产
业发展、投资促进、制度创新、企业
服务等工作。
法定机构按照精简高效的原
则，在薪酬总额范围内，自主决定机
构设置、岗位设置、人员聘用、薪酬
标准等，依照有关规定任命的人员
除外。
四、赋予重点园区更大的自主
发展权。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依照本决定将有关省级管理权
限下放或者委托重点园区管理机构
行使，具体事项由省人民政府根据
重点园区的实际需要确定，依法应
当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除外。

重点园区所在地市、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依照本
决定将本级管理权限下放或委托重
点园区管理机构行使。
五、重点园区内社会管理事务原
则上由所在地市、县、自治县人民政
府承担，
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对下放或委托行使的管理
权限事项，省和市、县、自治县人民
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重点园
区的业务培训指导，强化事中事后
监管，做到放管结合。承接的重点
园区管理机构应当周密组织，落实
责任，建立承接管理权限的有效机
制，做到规范有序，确保严格依法行
使职权。对实践证明不宜下放或委
托行使的，及时收回相关管理权限。
七、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推动法定机构改革 激发园区发展活力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解读《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洋浦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园区管理体制的决定》
■ 本报记者 李磊
4 月 2 日上午闭会的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洋浦经济开发
区等重点园区管理体制的决定》
（以
下简称《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4 月 2 日，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相
关负责人就《决定》进行了解读。
该负责人表示，海南自由贸易
港重点园区承载着实施海南自由贸
易港“早期安排”政策的任务，是推
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样板区和
试验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需要建立与自由贸易港政策
制度相适应的重点园区体制机制，
促进和保障重点园区开发建设。省
人大常委会根据省委的工作部署，
为加快推动海南自贸港早期安排取
得早期收获，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
精准有效衔接 ，通过依法制定《决
定》，确定部分园区管理机构为法定
机构，对重点园区予以充分授权，最

大程度地让“园区说了算”，既是落
实中央深化简政放权，推进行政体
制改革转职能提效能的具体行动，
也体现了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先行
先试的创新精神。

推动法定机构改革
打造创新高地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
《决定》的第一个主要内容是
规定了对海南自由贸易港重点园区
进行法定机构改革。此项改革举
措，是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全局推动的一
次突破性改革，也是推动重点园区
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发挥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样板区和试验区作用
的必由之路。
该负责人表示，
《决定》规定在
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等七个重点园区设立管
理机构，作为在园区履行相应行政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0年4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任命：
林泽锋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倪健为海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黎梁东为海南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林一民为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
刘华的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免职名单

（2020年4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决定免去：
韩英伟的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
林东的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职务。

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法定机构，
依法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具体负责
园区综合协调、开发建设、运 营管
理、产业发展、投资促进、制度创新、
企业服务等工作；同时明确，法定机
构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在薪酬总
额范围内，自主决定机构设置、人员
聘用、薪酬标准等，依照有关规定任
命的人员除外。
此外，考虑到洋浦经济开发区、
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
口综合保税区等三个重点园区的管
委会作为政府派出机构，其管理体
制不同于法定机构，
《决定》明确了
这三个重点园区按照现行体制进行
管理。

简政放权
激发园区发展新活力
“《决定》的第二个主要内容就
是把有关的管理权限下放或者委托
给园区，让‘园区说了算’，增强园区
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该 负责人介

任命：
郑维利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
罗学军的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

梁、史 贻 云、吴 岩 峻、陈 马 林、蒙 晓
灵、侯茂丰等分别到现场认购了扶
贫农产品。
据介绍，从 3 月下旬开始、为期
100 天的海南省消费扶贫“春风大行
动”由省委、省政府批准，省打赢脱贫

“简政不是减责，
《决定》的另一
个亮点就是强化了监督指导，确保

本报海口 4 月 2 日讯 （记者陈蔚林）4 月 2 日
上午，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来到省公安厅社会
管理信息化平台综合楼，实地调研海南省社会管
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情况。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社会管理信息化平
台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刘星泰介绍有关情况，
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许俊、何西庆、胡光辉、康耀红、林北
川、
关进平，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林泽锋参加调研。
海南省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是自贸港建
设制度创新的重点工程和先导性项目之一。该平
台利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加快建
立动态实时感知的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对进出岛
人流、物流、资金流的全天候、实时性监管。
刘星泰对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行的到来
表示欢迎。他指出，
长期以来，
省人大常委会非常重
视和支持政法工作，
在扫黑除恶、
禁毒、
平安海南建
设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省人大常委会此
次调研，
是对海南省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的一
次推动和促进，
平台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将以
此为动力加快推进平台建设，
同时也希望省人大常
委会对平台建设各项工作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许俊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对海南省社会管理信
息化平台方面的展示介绍表示感谢。他指出，平
台建设再次展现了“海南速度”。通过此次调研，
大家更新了思想观念、了解了一线情况、学习了
“一天当三天用”的工作作风，为确保下一步立法
工作和海南实际紧密衔接打下了坚实基础。省人
大常委会将继续关心支持社管平台建设工作，为
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更坚强的法治保障。

全国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海南分会场举行

部署全省防汛防风防旱工作
本报海口 4 月 2 日讯 （记者陈雪怡）4 月 2 日，
全国防汛抗旱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海南分会场在海
口举行。会议收听收看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情
况，
并对全省防汛防风防旱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今年我省
“三防”形势比较严峻，要切实增强做好防汛防风
防旱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考虑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
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三防”
工作，压
紧压实工作责任，
落细落实各项
“三防”
措施，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以实际
成效为加快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贡献。
会议强调，要抓细抓实、全力做好汛前准备工
作，确保今年安全平稳度汛。一是压实工作责任，
全面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汛防风抗
旱责任制；
二是全面排查整改风险隐患，特别是水
利工程、渔港渔船、地质灾害、低洼易涝点、景区景
点、漫水桥、危房老楼、建筑工地、大型广告牌等重
点方面；
三是完善
“三防”
应急沟通协调机制，强化
部门会商研判，
完善水库防洪、海上渔船会商调度
机制；
四是加强
“三防”
工作保障能力，
严格落实应
急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五是抓好预案的完
善和演练，重点突出人员转移避险；
六是加强宣传
引导，
提高群众防范意识。
副省长、省防汛防风防旱总指挥部总指挥刘
平治出席会议并讲话。

（2020年4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任命：
王好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慧明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李雪刚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
文朝柏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姚鑫、王子良、孙希军为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员。
免去：
张红菊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监督第一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王好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吴慧明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郭冬燕的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0年4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任命：
陈赳赳、林华珠、李光甫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
高海燕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谢善彪、丛丽娜、吴孜繁、周星江、刘知了、李瑞登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孙大海辞去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0年4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孙大海的请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的规
定，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
接受孙大海辞去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报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我省健康码领码人数
已达995.7万

已实现除港澳台外,与全国其他省
区市健康码省际互认
本报海口4月2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卞
艳臣 罗欢 刘湃）海南日报记者4月2日从省大数
据管理局获悉，
截至4月1日，
我省健康码领码人
数已达995.7万，
占全省常住人口数的105.4%，
比
例位居全国第2，
仅次于浙江省;已实现除港澳台
外，
与全国其他各省区市健康码省际互认。
自2月18日上线海南健康码以来，
在省委省
政府重视下，
在省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的统一部
署下，
全省上下积极推广健康码申领和应用，
短短
5 天领码人数增加了 500 多万。在此基础上，
我
省积极推动健康码省际互认工作，
鼓励低风险地
区的群众尽快返岗复工，
推动企业复工复产。
3 月 18 日前，我省完成了全国一体化平台
“防疫信息码”技术对接和应用前端改造，实现
海南防疫健康信息目录数据汇聚至全国一体
化平台。自 3 月 18 日开始，我省依托全国一
体化平台实现了与全国各地“健康通行码”互
通互认。
值得一提的是，
我省滞留在鄂（除武汉市外）
的人员（含务工等人员），
从3月25日起可凭湖北
健康码
“绿码”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序返琼，
且不
用隔离观察。我省滞留武汉的人员（含务工等人
员），
3 月 25 日至 4 月 8 日期间，
可凭湖北健康码
“绿码”
和核酸检测证明，
采取
“点对点、
一站式”
的
办法，
精准安全有序返琼；
4月8日后，
可凭湖北健
康码
“绿码”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序返琼。

海南启动开展消费扶贫
“春风大行动”

海南省消费扶贫
“春风大行动”
走进海南广场
◀上接 A01 版
并要求做好扶贫农产品的售后服
务。
省领导肖莺子、彭金辉、何清凤、
许俊、何西庆、胡光辉、康耀红、林北
川、关 进 平、路 志 强、马 勇 霞、李 国

强化监督指导
确保权力有序下放

权力有序下放。”该负责人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为确保有关管理权限下
放或者委托重点园区管理机构行使
后能够放得开、接得住、管得好，避
免出现监管真空，
《决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明确省和市、县、自
治县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对重点园区的业务培训指导，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并要求承接的重点
园区管理机构要落实责任，建立承
接管理权限的有效机制，确保严格
依法行使职权。
该负责人说，
《决定》的颁布实
施，将进一步推动建立与自由贸易
港政策制度相适应的重点园区体制
机制，发挥重点园区对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引擎带动作用，激活重
点园区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推动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发展、创新
发展，加快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
利化的营商环境，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本报海口 4 月 2 日讯）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0年4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绍，
《决定》根据省委办公厅、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海南省重点产
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的
有关精神，赋予重点园区更大的自
主发展权，规定省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当依照本决定将有关省级
管理权限下放或者委托重点园区管
理机构行使，具体事项由省人民政
府根据重点园区的实际需要确定，
依法应当报请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的
除外。
《决定》同时明确了重点园区所
在地市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依
照本决定将本级管理权限下放或者
委托重点园区管理机构行使。此
外，
《决定》还规定重点园区内社会
管理事务原则上由所在地市县人民
政府承担。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
海南省社管平台建设情况

攻坚战指挥部组织开展。此次现场
认购活动共设 25 个摊位，现场销售
额达 18 万元。此外，近两天，省直机
关单位的干部职工还通过网上订购
的形式，已经购买了价值 45 万元的
扶贫农产品。

◀上接 A01 版
献一片爱心，是一种可持续、一举多得的扶
“百企帮百村”
、
公共机构
“食堂直供”
团购、
“爱
贫方式。
“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李军鼓励
心助扶贫 工会送瓜果”
“千团联采 消费扶贫
全省上下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在消
——社区团长在行动”
“八方助农 扶贫山货上
费扶贫“春风大行动”中当“剁手党”
、做“消
头条 抖音嗨购”
“爆款直推、单品直推”
“消费
费达人”。各级党员干部要为了扶贫，带头
扶贫
‘益’
起来”
慈善捐赠等十二大主题活动。 “买买买”，用实际行动提振消费信心，促进
李军指出，开展“以购代捐”消费扶贫，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各单位各部门要为了
既能帮助贫困户解决“卖难”问题，又能使
扶贫，大量“买买买”，积极推动扶贫产品进
消费者满足购物需求、享用放心农产品、奉
单位食堂、进员工菜篮子，让贫困户的农产

■■■■■

品产得出、卖得掉、不愁销。各界爱心人士
要为了扶贫，积极“买买买”，把一次次购
物、一次次下单变成行善积德的公益行为，
运用各类网络平台扩大活动影响面、传播
爱心消费扶贫理念，吸引身边更多人参与
进来，
用小善举汇聚起大爱心。
发布会上，省扶贫办、省供销社、海南
爱心扶贫网负责人介绍消费扶贫“春风大
行动”
具体情况并答记者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