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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去：
张友平的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华侨外事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2020年12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冯飞为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闫希军为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尹丽波为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
决定免去：
王静的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任免名单

（2020年12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免去：
陈集文的海南省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免职名单

（2020年12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
黄洋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审判员。
免去：
范煜的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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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
周永刚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王焕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员。
免去：
李梦林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郭石宝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王会义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
卓传海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批准免去：
王彦青的三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2020年12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刘赐贵同志的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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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刘赐贵辞去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报海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刘赐贵辞去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0年12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沈晓明同志的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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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
沈晓明辞去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报海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备案。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沈晓明辞去海南省人民政府

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
（2020年12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张友平同志的请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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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张友平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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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接受张友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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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工作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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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海南省第六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冯飞为海南省
人民政府代理省长。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冯飞为海南省人民政府

代理省长的决定
（2020年12月2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儋州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杨忠
诚为省六届人大代表，文昌市人
大常委会补选赵军为省六届人大
代表，白沙黎族自治县人大常委
会补选符志明为省六届人大代
表。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提出的报告，确认杨忠诚、赵军、

符志明的省六届人大代表资格
有效。

儋州选出的省六届人大代表
李燕、澄迈选出的省六届人大代表
王世雄，调离本省。依照代表法的
规定，李燕、王世雄的省六届人大
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李燕的省六届
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

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临高县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

曹文辞去省六届人大代表职务。
依照代表法的规定，曹文的代表资
格终止。

三亚市人大常委会罢免童道
驰的省六届人大代表职务。依照
代表法的规定，童道驰的代表资格

终止。
截至目前，海南省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实有代表377人。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2020年12月2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8号

冯飞，男，1962年 12月生，汉
族，江西都昌人，研究生学历，工学
博士学位，1991年11月参加工作，
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1.09——1985.09 天津大
学电力及自动化工程系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专业学习

1985.09——1988.09 天津大
学电力及自动化工程系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8.09——1991.11 天津大
学电力及自动化工程系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专业博士研究生
1991.11——1993.10 清华大

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电工
学科博士后

1993.10——1994.10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助理
研究员

1994.10——1995.11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副研
究员

1995.11——1997.10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第二

研究室副主任（副处级）、副研究员
1997.10——1998.11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第二
研究室主任（正处级）、副研究员

1998.11—— 1999.09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负责人

1999.09——2000.07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2000.07——2004.09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2004.09——2014.01 国务院
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2014.01——2015.10 工业和
信息化部产业政策司司长

2015.10——2016.08 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2016.08——2017.04 浙江省
副省长

2017.04——2020.11 浙江省
委常委、副省长

2020.11——2020.12 海南省
委副书记

2020.12—— 海南省
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

冯飞同志简历

闫希军，男，1963年 10月生，
汉族，山东德州人，中央党校研究
生学历，在职文学学士学位，1984
年7月参加工作，1987年9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82.09——1984.07 山东省
人民警察学校公安专业学习

1984.07——1993.06 山东省
公安厅治安处治安一科办事员、
科员（其间：1985.08 —— 1990.07
山东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专业
学习）

1993.06——2001.02 山东省
公安厅治安处治安一科副科级侦察
员、副科长、科长

2001.02 —— 2005.10 山 东
省 公 安 厅 治 安 管 理 处（治 安
警 察 总 队）副 处 长（副 总 队
长 ）（ 其 间 ： 2002.09 ——
2005.07 中 央 党 校 研 究 生 院 在
职 研 究 生 班 经 济 学 专 业 学
习）

2005.10——2008.06 山东省
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党委副书记、

看守所政委
2008.06——2010.12 山东省

公 安 厅 治 安 警 察 总 队 政 委
（2010.05 副 厅 级 ）（ 其 间 ：
2009.02——2009.07山东省委党校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0.12——2013.01 山东省
潍坊市公安局局长（副厅级）

2013.01 —— 2015.05 山 东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
任

2015.05——2017.01 山东省

公 安 厅 副 厅 长 、政 治 部 主 任
（2016.09免）

2017.01——2017.04 山东省
青岛市公安局局长

2017.04 —— 2019.07 山 东
省青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
长

2019.07——2020.12 海南省
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

2020.12 —— 海南省
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
委书记、厅长

闫希军同志简历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刘操）
今年，省政协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
景下的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研究”这一课
题列为2020年协商议题，目前，调研报
告已经起草完毕。12月2日下午，省政
协在海口召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
景下的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研究”专题协
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会议
并讲话。

座谈会上，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
会负责人介绍协商议题调研情况，调研
组成员、相关省政协委员和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依次发
言。毛万春指出，城乡融合是新时代背
景下对我国城乡关系的新思考、新定位，
是乡村振兴的基本途径，也是海南建设
自由贸易港的题中之义。近年来，在省
委的坚强领导下，我省积极推进城乡融
合产业发展取得良好进展。

毛万春表示，这次座谈会质量高，达
成了共识。省政协要在建言献策和凝聚
共识方面继续发力。要持续关注我省城
乡融合产业发展情况，深入思考，继续提
出具有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要
加强同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沟通
联系，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要
争取全国政协和兄弟省市政协的智力支
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创造性；农业农村
委和课题调研组要认真整理、充分吸纳
今天会议上大家提出的好建议、好对策，
继续完善课题调研报告，为省委省政府
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参考意见。

副省长刘平治、省政协副主席李国
梁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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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在完成全部表决事项后，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沈晓明和代理省长冯飞一起步
入会场并讲话。

沈晓明在讲话中对刘赐贵同志为推动人大
工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出的贡献给予
高度评价。他说，刘赐贵同志在担任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期间，围绕全省工作大局，紧扣改革发展
需要，全面加强和改进人大立法、监督、代表、自
身建设等工作，相继出台一批重要地方性法规，
加快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立法进程，为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沈晓明对冯飞同志获任代理省长、闫希军同
志获任副省长表示祝贺。他高度评价冯飞、闫希
军同志，并希望他们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职责，不负组织重托、不负群众期盼。省委、省人
大将全力支持省政府和冯飞同志的工作，和衷共
济、齐心协力抓好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实。

沈晓明指出，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及其组
成人员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依法履职、开拓进取，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顺利开局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的重要要求，紧
紧围绕省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
署，结合海南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
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不
断提升法治海南建设水平，为推进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这次省人大常委会任命我为海南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代省长，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我的关怀和信任，是海南900多万各族
人民的重托，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冯飞在
履职感言中动情地说，他在履职过程中将把握好
以下五点：一是坚定政治方向，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锐意改
革创新，着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对
外开放、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打造一流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探索；三是以
人民为中心，把为海南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
绩，提高为民服务本领；四是坚持依法行政，带头
贯彻民主集中制，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
的监督；五是打造廉洁政府，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坚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金辉列席第二次全
体会议。副省长沈丹阳，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
凤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路志强列席两次全体
会议。

又讯（记者李磊）12月2日下午，省六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前，省
人大常委会在海口召开主任会议。会议研究海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冯飞任职的议案；
研究《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刘赐贵辞去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研究《海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沈晓明辞去
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闭会

◀上接A01版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坚持
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树牢正确选人用人导
向，强化干部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各级党员干部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素质能力。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注重激发基层创造精神和干事活力，深入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纠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松绑，让干部
轻装上阵。要坚持系统观念和底线思维，统筹好
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守牢生态环境底线，抓好安
全生产工作，切实防范和化解各领域重大风险。

毛超峰、彭金辉、孙大海参加调研。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确保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正确方向

◀上接A01版
充分做好立法前期工作，提高立法质量。要紧扣

“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扎实开展精准监督、有
效监督、全覆盖监督。要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用
好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制度机制和工作平
台，为海南高质量发展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

沈晓明要求，要坚定不移加强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自身建设，全面提升新时代人大工作水平。
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观念，提
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要加快建
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队伍，吸纳一批有发展潜力的
优秀年轻干部，不断夯实人大工作基础。要充分发
挥人大机关党委、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全面提高人大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要
坚持正风肃纪反腐，驰而不息推进作风建设，让人
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许俊、何西庆，党组
成员胡光辉、林北川、陆志远、关进平、林泽锋出席
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列席会议。

加强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提高地方立法质量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

◀上接A01版
要讲团结，增强大局意识，充分沟通交流，科学民
主决策。要讲学习，增强创新意识，加强政治学
习、业务学习，学习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要讲效
率，增强服务意识，求真务实，善作善成，工作形成
闭环，干一件成一件。要讲廉洁，增强奉献意识，
主动发现问题，查找制度漏洞，建设廉洁政府，不
断增强政府政治力、谋划力、执行力、公信力。

冯飞还就做好当前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
署。他要求，要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如期

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努力补齐短板，兑现民生承
诺，全力以赴实现各项年度预期目标任务。要科
学编制好“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各专项规划。要
起草好明年省政府工作报告。要以毫不松懈的
态度，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要做好岁末年初的安全生产、保供稳价、旅
游秩序整治、优抚慰问等工作，为全省人民营造
欢乐祥和的两节氛围。

毛超峰、刘平治、苻彩香、沈丹阳、冯忠华、闫
希军、倪强出席，王路列席会议。

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