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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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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中国共产党海南省
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至 16 日在海口召
开。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以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为契机，牢记嘱托、解放思
想、担当实干，只争朝夕、蹄疾步稳推进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和省第八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
沈晓明作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
冯飞，省委副书记李军，省委常委陈国
猛、肖莺子、刘星泰、苻彩香、徐启方、沈
丹阳、孙大海、何清凤、周红波及其他省
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沈晓明受省委常
委会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和《海南自由贸

易港风险防控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八次
代表大会的决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海
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林东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共海南省纪律
检查委员会关于张美文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许俊等9名同
志辞去省委委员职务、刘诚等5名同志
辞去省委候补委员职务，决定递补王和
平等5名同志为省委委员。

全会认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
在我们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
刻，在党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向着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
一次具有历史性、战略性意义的重要会
议。全会充分体现了党牢记初心使命、
永葆生机活力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充分体现了党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

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和使命担当，充分体现了党立足当下、着
眼未来、注重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的高
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会上所作的重要报告、重要说明、重要讲
话以及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以下简称《决议》），深刻反映了党对
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作
出的历史贡献，系统总结了党百年奋斗
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全面贯通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有力
回答了“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
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重大命
题；特别是着重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新
的伟大成就、积累的新的宝贵经验，进

一步阐明了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
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
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全会
《决议》，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
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
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
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对于推动
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全会充分肯定省委常委会一年以来
的工作。一致认为，过去一年，面对世界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国际形
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省委常委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海南工作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推动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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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牢记殷切嘱
托、勇担时代使命，全力推动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扎实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全面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贯彻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着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确保绿水青山、碧海蓝天成
为海南永远的“金字招牌”；坚决守好祖
国南大门，建设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
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
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
神力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最广泛
人心力量；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确保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
易港建设的正确方向，实现“十四五”开
门红。

全会指出，自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发表以来，尤其是《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省委常委
会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风险防

控的重要论述和系列指示批示精神作为
风险防控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把做好风险防控工作作为增强“四个意
识”、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求，作为
事关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成败得失的最
关键变量，作为对全省干部能力素质的
重大考验，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
维，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把握“管得住”
才能“放得开”这一原则，一手抓各项政
策措施落地，一手抓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挑战，科学构建风险防控工作机制，着力
提升风险防控意识，精准梳理重点领域
风险点，稳步提升风险防控基础设施和
信息化水平，严格落实风险防控工作措
施，在风险防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效
总体上是好的，没有产生重大系统性风
险，但也决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必
须意识到问题和挑战是客观存在的，务
必引起高度重视。

会议强调，随着海南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要深刻认识前有“标
兵”、后有“追兵”的紧迫形势，针对风险
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切实履
行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结果导向，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形成
工作合力、强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
设，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国际国内
合作、加强督导问效，切实提高风险防
控的实战化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风险的底线，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行稳致远。

全会要求，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使
命，始终牢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
海南的关怀厚望，坚守百年初心、坚持正
确方向、坚定必胜信念，结合新时代的历
史使命和当前工作，全面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实际行动和成
效体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

全会强调，要认真抓好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要
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自觉，推动学深
悟透，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上来；抓好宣传宣讲，确保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认真
贯彻落实，采取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
的方式，推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真正落到实处。

全会强调，要切实抓好海南自由贸
易港政策落地和风险防控各项工作。要

充分认识风险防控的极端重要性，着眼
“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把牢正确
政治方向，把准工作节奏，把风险防控作
为我们这一代自由贸易港建设者的最重
要任务，摆在最突出位置，统筹发展和安
全，坚持边发现问题、边堵塞漏洞、边完
善机制，坚持预判预防、整体把握、综合
施策，做到风险防控和落实政策一体谋
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推动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这项全新制度安排在海南顺
利落地生根结果，实现预期目标，进入不
可逆转的轨道。

全会强调，要持续抓好作风整顿建
设年和“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深化和成果转化工作。要强化以督促
改、坚持标本兼治、做到立破并举，抓好
作风整顿建设年的整改深化；要完善和
创新示范带动机制、协同推进机制、真
查实破机制、公示通报机制，抓好“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的成果转化；
要在时间上、主题上、形式上、效果上统
筹谋划、综合发力，抓好“比学赶超”活
动的常态化。

全会强调，要扎实抓好市县换届和
省第八次党代会筹备工作。要稳妥有序
推进市县换届，选准用好干部，严肃换届
纪律，压实工作责任，确保换届工作风清
气正、心齐气顺。要加强干部交流，更好
发挥省直管市县的体制优势，坚持“全省
一盘棋”，通过干部交流机制化，不断提
升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水平。要全
力筹备好省第八次党代会，配备好班子，
起草好报告，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事业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任接着一任
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全会强调，要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各项工作。要增强紧
迫感、责任感，把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一手打
伞、一手干活”，对账本、找差距、抓进度、
调结构，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并做好
今明两年工作衔接。

不是七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现
职省级领导干部，我省党的十九大基层
代表，省纪委常委，各市县党政主要负责
人，省直单位主要负责人，中央国家机关
驻琼单位主要负责人，中央驻琼主要媒
体主要负责人，省军区和武警海南省总
队党委主要负责人，在我省设立总部的
中央企业负责人，部分省第七次党代会
基层代表列席会议。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1月15日，省委
书记沈晓明参加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
分组审议讨论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全力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
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底线思
维，增强风险意识，有效落实各项风险
防控措施，推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进入不可逆转的轨道。毛万春、李军
等省领导参加有关审议讨论。

参会人员围绕《省委常委会工作报
告》《海南自由贸易港风险防控工作情况
报告》进行了审议和讨论，就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创新人才发展机制、深化教育改
革开放、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等提出了意见建议。沈晓明边听边
记，不时插话交流。

沈晓明指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
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
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

帜，不仅关乎海南发展，也关乎中国改
革开放全局。当前，自由贸易港各项
政策对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已经显现，只要管控好各类风险，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就一定能够建成。全
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胸怀“国之大者”，树立全局观念，把风
险防控作为事关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成败得失的最关键变量、作为我们这
一代自由贸易港建设者的最重要任
务，统筹发展和安全，蹄疾步稳推进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这项全新制度安排
进入不可逆转的轨道。要深刻汲取经
验教训，准确把握发展规律，克服急于
求成心态，高度重视政策实施早期风
险防范，打好自由贸易港这副“好牌”，
确保不错失重大历史发展机遇。要加
快推进全岛封关运作各项准备工作，
做好压力测试，积累风险防控经验，提
高风险防控能力，做到及时精准识别
风险隐患，将风险化解于萌芽状态，确
保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沈晓明在参加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分组审议讨论时强调

坚持底线思维 增强风险意识
推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入不可逆转的轨道

毛万春李军参加

本报海口11月16日讯（记者李磊）11
月15日至16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冯飞参
加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分组审议讨论。
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精神，按照省
委部署要求，强化责任意识，主动发现问
题，不断提高风险防控工作水平。

各位参会人员围绕全会主题进行
深入讨论，充分肯定近一年来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并围绕风险防
范、税制改革、招商引资等工作提出意
见建议。

冯飞认真听取发言，与大家进行
讨论交流。他指出，省委常委会工作
报告客观务实、增强信心、催人奋进。

一年来，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海
南自贸港建设亮点频现，经济社会进
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要对当前形势
保持清醒认识，增强使命感、紧迫感，
保持经济发展良好态势。要勇于担
当、敢于创新，在推动自贸港高质量建
设中找准本地区本领域发展定位。要
坚持“项目为王”，持续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打造产业集群。要提高政府效
能，盯紧年度工作目标，积极谋划好明
年工作。

冯飞要求，风险防控工作是一项
系统工程，要把其贯穿自贸港建设全
过程，做到主动发现问题、掌握问题。
要寓监管于服务，结合基层社会治理
体系建设，提高精准防控能力。

冯飞参加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分组审议讨论时指出

强化责任意识主动发现问题 不断提高风险防控工作水平

省委七届十一次全会在海口举行
省委常委会主持 沈晓明作总结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沈晓明受省委常委会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风险防控工作情况报告》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冯飞李军出席

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15日至16日在海口召开。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11月15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海
南省第七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
在海口顺利举行。会议对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全面
系统部署，听取和讨论了省委常委会一
年来的工作报告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风
险防控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海南省第八次代表
大会的决议》等重要文件。会议深化了
认识、统一了思想、凝聚了力量，振奋人
心、催人奋进。

百年辉煌，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新
的征程，同样关键在党，关键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伟大领航。在重
要历史时刻、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进一步阐明了党确立
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
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对于推动全
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
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
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我们

要始终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始终牢记党
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的关怀厚
望，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自觉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上来；推动学深悟透，抓好宣传宣讲，
认真贯彻落实，切实从百年党史中汲取
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智慧和力量。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是党中央赋予海南
的重大历史使命。过去一年，面对世界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复杂国际
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
群众全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
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推动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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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华
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奋力
推动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
开，在重大风险防控、关键核心政策落
地实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优化营商
环境等 10 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
年来，省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省上下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着力推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
决守好祖国南大门；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海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正确方向，实现“十四五”开门红，进一
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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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推动自贸港建设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