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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高懿 计思佳）日前，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省委
党史学习教育专家宣讲团报告会在澄迈
举行。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澄迈
县各镇、金安筹备组、园区设分会场收看
收听。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王和
平作宣讲报告。

王和平从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的重大成就，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认真领会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扬帆起航
等4个方面，对全会精神进行了全面、系
统的阐释。

会议要求，澄迈全县各级党组织、有
关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要注重成果转化，要真
抓实干，确保今年收好尾、明年开好局。

12月29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省委党史学习教育专家宣
讲团进市县报告会暨海口市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举行。海口经济学
院执行校长彭京宜作专题报告。

报告中，彭京宜聚焦宣讲主题，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
生的历史性变革，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
意义和历史经验等方面，对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
解读。

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全会精神
在海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高质量高
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坚决扛起

“走在前列、当好表率”的省会担当，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八次党代
会胜利召开。

省委党史学习教育专家宣讲团走进澄迈、海口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万城12月 30日电 （记者张
惠宁）中国共产党万宁市第十四届委
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选举贺敬平
为万宁市委书记，王三防、李姣（女）为
万宁市委副书记，当选为万宁市委常

委的还有：杨庆友、侯晋封、周旭、王志
恺、敖林水、杨志斌、张泽、林靖。中国
共产党万宁市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周旭为市纪委
书记。

贺敬平当选万宁市委书记

本报五指山12月30日电（记者谢
凯 特约记者刘钊）中国共产党五指山市
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选举
朱宏凌为五指山市委书记，陈国梁（黎
族）、林方江为五指山市委副书记，当选

为五指山市委常委的还有：段小申、贾
鹏、喻倩（女）、孔铭（女）、张碧波、陈有
强、王锡飞。中国共产党五指山市第五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段小申为市纪委书记。

朱宏凌当选五指山市委书记

本报定城12月 30日电 （记者叶
媛媛）中国共产党定安县第十四届委员
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选举刘峰松为
定安县委书记，冯云飞、李昌奋为定安
县委副书记，当选为定安县委常委的还

有：张磊、王友明、黄海鹄、陈凤娇（女）、
陈小燕（女）、张伟、利泽。中国共产党
定安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选举陈凤娇（女）为县纪委
书记。

刘峰松当选定安县委书记

本报椰林12月 30日电 （记者王
迎春）中国共产党陵水黎族自治县第
十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选
举符鸣为陵水黎族自治县委书记，罗
桦（女，黎族）、肖峰为陵水黎族自治县
委副书记，当选为陵水黎族自治县委

常委的还有：秦晓宏、莫泉平、周刚（瑶
族）、柳积民、符史锦（黎族）、许芳玉
（女，黎族）、欧朝军。中国共产党陵水
黎族自治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秦晓宏为县纪委
书记。

符鸣当选陵水黎族自治县委书记

本报石碌12月 30日电 （记者林
书喜 特约记者黄兆雪）中国共产党昌
江黎族自治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今天选举陈儒茂为昌江黎族
自治县委书记，梁明（黎族）、方才健为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当选为昌

江黎族自治县委常委的还有：郑维利、
王小荣、梁泽、吴增荣、林高凤（女）、肖
春奇、张惠红（女）。中国共产党昌江
黎族自治县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郑维利为县纪委
书记。

陈儒茂当选昌江黎族自治县委书记

本报屯城12月30日电（记者李梦
瑶 特约记者邓积钊）中国共产党屯昌县
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选
举凌云（女）为屯昌县委书记，赵英杰（满
族）、周敬文为屯昌县委副书记，当选为

屯昌县委常委的还有：赵德君、吴能、程
建华、陈兰菊（女）、郑达峰（黎族）、曾待
旦、陈柏全。中国共产党屯昌县第十四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
赵德君为县纪委书记。

凌云当选屯昌县委书记

本报牙叉12月30日电（记者曾毓
慧）中国共产党白沙黎族自治县第十四届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今天选举邓伟强
为白沙黎族自治县委书记，黄聪（黎族）、
陈文强为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当选

为白沙黎族自治县委常委的还有：何凌
（女）、符传德、陈扬洲、李科、李锋、邢展、黄
照儒（黎族）。中国共产党白沙黎族自治
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
会议选举符传德为县纪委书记。

邓伟强当选白沙黎族自治县委书记

本报海口12月 30日讯 （记者李
磊）12月 30日上午，省长冯飞在海口
会见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烈宏一行。双方围绕

深化在数字经济、5G应用、新型智库
建设等领域合作交换了意见。省领
导刘平治、省政府秘书长符宣朝参加
会见。

冯飞会见中国联通客人

全省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举报热线65332869、66810531
海报集团热线、虚假新闻有偿新闻举报：966123

为了推动重点园区建设项目尽快
落地，加快重点产业园区发展，根据《中
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园区极
简审批条例》的规定，海南省第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决定：
一、在观澜湖旅游园区、三亚海棠

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推广适用“三园”
特别极简审批。

二、省和相关市人民政府及其部

门以及重点园区管理机构应当严格按
照《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
园区极简审批条例》相关规定，采取有
效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完善
监管体系，加强风险防控，及时处置和

化解实施极简审批过程中出现的风险
和问题，确保各项规划得到有效的贯
彻执行，确保管理范围内生态环境质
量不下降。

三、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
在观澜湖旅游园区 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

推广适用“三园”特别极简审批的决定
（2021年12月3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免去：
郑义成的海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1年12月3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任命：
李华敏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铁

路运输审判庭庭长、审判员；
叶珊茹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海南第一涉外民商
事法庭庭长；

纪明杰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曾繁桉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

王东史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

阮慧婷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

符晓为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免去：

夏君丽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
务；

曾繁深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孙斯霞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
务；

王样国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委员、审判监督第二庭庭长职
务；

李文玉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黄位国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审判员职务；

曾瑞珍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员职务；

符扬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职务；

苏志辉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海南第一涉外民商事法庭庭长、审判
员职务；

曾繁桉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庭庭长职务；

王东史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职务；

阮慧婷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职务；

符晓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叶珊茹的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海南第一涉外民商事法庭副庭长职
务；

黄茂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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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3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免去：
徐正伟的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职名单
（2021年12月3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免去：
陈振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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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职名单
（2021年12月3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上接A01版
听取本次会议议程中一批法规、决定等
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或说明。第一次
全体会议结束后，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各
项议程进行分组审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海南自
由贸易港洋浦经济开发区条例》；表决通
过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海南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等二件法规的决定、关
于批准在观澜湖旅游园区三亚海棠湾国
家海岸休闲园区推广适用“三园”特别极

简审批的决定、关于批准《三亚市机动车
停车场管理条例》的决定；表决通过《海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审议稿）》，提交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审
议；表决通过省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的报告；表决通过任免案。

副省长王路、刘平治，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陈凤超，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毅，有关部门负责人，各市、县、自治
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列席会议。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召开

海口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刘春梅、吴
家宏、林海宁、胡余亨、董孟清、裴克波为
省六届人大代表。儋州市人大常委会补
选马飞、李爱华、何先英、张思锋为省六
届人大代表。琼海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吕
先亮、陈兴兴、傅晟为省六届人大代表。
文昌市人大常委会补选龙卫东、刘冲、陈
明雁、陈甫雄为省六届人大代表。万宁
市人大常委会补选王三防为省六届人大
代表。五指山市人大常委会补选朱宏
凌、陈国梁为省六届人大代表。乐东黎
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补选王家俊、孙世
文为省六届人大代表。澄迈县人大常委
会补选孙泽文、曾海燕、冀铁军为省六届
人大代表。临高县人大常委会补选李

捷、唐守兵为省六届人大代表。定安县
人大常委会补选冯云飞、李昌奋、陈明永
为省六届人大代表。屯昌县人大常委会
补选赵英杰、郑渊培、凌云为省六届人大
代表。陵水黎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补选
罗桦为省六届人大代表。昌江黎族自治
县人大常委会补选陈儒茂、梁明为省六
届人大代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大
常委会补选王惠仙、穆克瑞为省六届人
大代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
会补选陈朝芳、蒋莉萍为省六届人大代
表。白沙黎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补选邓
伟强、黄聪为省六届人大代表。省六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根据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刘春梅、

吴家宏、林海宁、胡余亨、董孟清、裴克
波、马飞、李爱华、何先英、张思锋、吕先
亮、陈兴兴、傅晟、龙卫东、刘冲、陈明雁、
陈甫雄、王三防、朱宏凌、陈国梁、王家
俊、孙世文、孙泽文、曾海燕、冀铁军、
李捷、唐守兵、冯云飞、李昌奋、陈明
永、赵英杰、郑渊培、凌云、罗桦、陈儒
茂、梁明、王惠仙、穆克瑞、陈朝芳、蒋
莉萍、邓伟强、黄聪的省六届人大代表
资格有效。

解放军驻琼部队选出的省六届人
大代表杨盛、黄龙、黎植松调离本省，依
照代表法的规定，杨盛、黄龙、黎植松的
省六届人大代表资格自行终止。

海口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刘小

琴、吴光亮、李会文、李春明辞去省六届
人大代表职务。儋州市人大常委会决
定接受林刚辞去省六届人大代表职
务。琼海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王文
若、刘坚辞去省六届人大代表职务。文
昌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钟鸣明辞去
省六届人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
规定，刘小琴、吴光亮、李会文、李春明、
林刚、王文若、刘坚、钟鸣明的代表资格
终止。

截至目前，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371人。

特此公告。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1年12月30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09号

本报讯 连日来，多位省领导分别
来到市县、高校等基层一线宣讲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将以全面深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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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9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苻彩香前往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
院，向该校师生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

苻彩香紧扣宣讲主题，结合海南自
贸港建设实际和统一战线工作的新任
务新要求，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概
况、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核心要义、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等方面，对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刻解
读。她指出，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要
在全省职业学院中当好宣传全会精神
的表率，学深悟透全会精神，多层次多
形式宣传解读全会精神，确保全会精神

深入人心。
苻彩香强调，广大教师要立足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强烈的历史使
命感和职业责任感，用好百年党史这
份生动的“教科书”，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
求，教育引导青年学子同心向党，让理
想信念的种子在广大青年学子的心中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广大学生要珍
惜韶华、志存高远，从党的百年奋斗光
辉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学习党
的历史中锻造大情怀、大格局，坚定理
想信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
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伟大实践中书
写人生华章。

12月24日，副省长王斌在海口主
会场视频连线三沙分会场，向三沙党
员干部群众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

王斌从深刻认识总结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深

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
大成就、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深刻
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认
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
验、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等方面，对全会精神进行系统阐释
和深入解读。

结合三沙工作实际，王斌指出，三
沙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把全会精神融入三沙工作的方
方面面。要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服务
保障区建设，发展海洋经济、助推海洋
强省战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以及完善民生
保障、推动共同富裕共建共享上作出新
的贡献。

12月30日，副省长倪强到儋州市
向党员干部群众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洋浦经济开发区设立分会场
收听收看。

倪强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届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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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合解放海南岛白马井登陆战、华南热
作研究所落户儋州、松涛水库建设、
那大石屋精神等鲜活案例，从五个深
刻认识、一个深刻把握对全会精神进
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刻解读，并就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省委七届十一
次全会及12月29日召开的全省推进
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动员大会暨儋州
市和洋浦经济开发区领导干部大会精
神，从省政府支持儋州洋浦一体化发
展的角度提出了要求。

倪强强调，省委做出了举全省之力
支持儋州洋浦一体化发展，奋力打造海
南高质量发展第三极的重大决策部署，
这是省委赋予儋州洋浦两地新的重大
历史使命，儋州和洋浦的党员干部要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
人人积极参与，为推进儋州洋浦一体化
作贡献。

（综合本报记者来稿）

省领导赴基层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只争朝夕蹄疾步稳推进自贸港建设

任命：
曾瑞珍为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
赵典山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员职务；

郝敬贵的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检察员职务。
批准免去：

曾涛的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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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2月3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