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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66人，按姓名笔划为序）
丁 晖 马 飞 王长仁 王 胜（黎族） 王艳萍（女）毛万春
文 斌 邓伟强 邓爱军 龙卫东 卢国纲 田志强 田丽霞（女）
代 亮 司迺超 毕 华 朱宏凌 刘文民 刘心红（女）刘星泰
刘艳玲（女） 刘 耿 刘峰松 刘赐贵 关进平 孙大海
孙世文 李 军 李谷建 肖 杰 肖莺子（女，壮族）
吴 月（女，黎族）吴建东 何西庆（女） 何清凤 邹 广
沈晓明 陆志远 陈 屿 陈海平 陈儒茂 苻彩香（女，黎族）
林泽锋 罗保铭 周红波 周耀柒 胡光辉 赵建农 种润之（女）
贺敬平 袁光平 徐启方 徐 斌 凌 云（女） 郭奕秋
高青亮（回族） 黄桂源（女） 符之冠 符 鸣 康耀红
盖文启 韩圣健 彭煜翔 谭立波（苗族） 黎才旺 穆克瑞
秘书长：何西庆（女，兼）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2年1月2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海南省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海南省2021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

批准海南省2022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海南省2021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
批准2022年省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海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海南省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七、选举
八、其他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议程
（2022年1月2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主 任：肖 杰
副主任：江 南（女） 符晓君
委 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宏良 杜一戎 李建保 吴 月（女，黎族） 吴建东 郭奕秋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和委员名单

（2022年1月2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沈晓明 李 军 何西庆（女） 胡光辉 肖 杰 康耀红 陆志远
关进平 林泽锋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2年1月2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1月21日（星期五）
上午 9：00 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

会）
1.听取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冯飞关

于政府工作的报告
2.审查关于海南省2021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3.审查关于海南省2021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10：30 各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
告

下午 3：00 各代表团审议政府工
作报告

1月22日（星期六）
上午 9：00 各代表团审议政府工

作报告，审议关于接受何西庆辞去职务
请求的议案，审议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10：00
各代表团审查计划报告、预算报告
下午 3：00 各代表团审查计划报

告、预算报告
1月23日（星期日）
上午 9：00 第二次全体会议
1.听取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

西庆关于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的报告

2.听取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陈
凤超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的
报告

3.听取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
毅关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报告

4.表决关于接受何西庆辞去省六届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及财政经济委员会
主任委员职务的决定草案

5.表决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

11：00 各代表团审议海南省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

下午 3：00 各代表团审议海南省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讨论各项候选人名单

1月24日（星期一）
上午 9：00 各代表团审议各项决

议草案
下午 3：00 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

会）
1.表决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
2.选举
3.表决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
4.表决关于海南省2021年预算执

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的决议草案
5.表决关于海南省2021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草案

6.表决关于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7.表决关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8.表决关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的决议草案

9.进行宪法宣誓
10.领导讲话
闭幕
日程如需临时调整，由主席团常务

主席决定。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日程
（2022年1月2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次大会执行主席
（2022年1月21日上午9：00）

沈晓明 李 军 何西庆（女） 胡光辉 肖 杰 康耀红 陆志远
关进平 林泽锋
大会主持人：沈晓明

第二次大会执行主席
（2022年1月23日上午9：00）

何清凤 周红波 肖 杰 丁 晖 袁光平 邹 广 田志强
龙卫东 贺敬平 田丽霞（女） 朱宏凌 孙世文 司迺超
文 斌 刘峰松 凌 云（女） 符 鸣 陈儒茂 穆克瑞
徐 斌 邓伟强
大会主持人：肖 杰

第三次大会执行主席
（2022年1月24日下午3：00）

沈晓明 李 军 何西庆（女） 胡光辉 肖 杰 康耀红 陆志远
关进平 林泽锋
大会主持人：胡光辉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执行主席分组名单
（2022年1月2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林泽锋 符宣朝 宋 健 张 耕 张 军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2022年1月2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本次会
议代表团、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月22日17时。

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关于代表团和代表提出议案
截止时间的决定

（2022年1月2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2022年1月21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张苏民 主编：陈奕霖
美编：张昕 检校：叶健升 王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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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
刘操）1月20日下午，参加海南
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的委员们
和列席人员在各小组参加讨论，
审议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第
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政协
海南省委员会关于优化“一弓三
箭”机制工作方案。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副主席

马勇霞、李国梁、史贻云、吴岩
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刘
登山分别参加分组讨论。

省政协委员按照参加党派、
团体和界别分为14个小组进行
分组讨论。小组讨论现场气氛活
跃，委员们充分肯定了政协第七
届海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认为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
求真务实、内容丰富、亮点纷呈。

委员们认为，过去一年，省
政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思想政治共识上达到了新高
度，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展现了新
作为，在推进政协工作高质量发
展上取得了新突破。报告对
2022年政协工作作出的部署，
思路清晰、目标实际，具有较强
的指导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为进一步推动我省人民政协事
业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委员们纷纷表示，今年是七
届省政协委员履职的收官之年，
大家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

的情怀，认真履行好委员职责，
进一步深刻领会报告精神，在强
化思想理论武装上有新提升，在
为自贸港建言资政上有新成果，
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审议提案工作报告时，委
员们认为，去年以来，政协提案
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质量有所
提高，成果转化率高，为推动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发挥了积极
作用。

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分组讨论
毛万春参加

本报海口1月20日讯（记者
刘操）海南日报记者1月 20日
从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获
悉，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以来，
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各参加单
位和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秉持
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紧
扣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积极
向省委、省政府建可行之言、聚

奋进共识，提出提案708件，立
案 659 件。省委、省政府加强
督查督办，各提案承办单位强
化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积
极推动提案办理落实，已全部
办复。

一年来，省政协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通过提案建言献策、协商督
办。就巩固脱贫成果、降低海南
菜价等提案办理开展走访活动，
聚焦职业教育发展、优化政务服
务等提案开展协商调研。

省政协紧扣自贸港发展大
局建言献策，充分发挥人民政协
专门协商机构重要作用，以提案
办理协商助推自贸港建设各项

政策落到实处。省政府、省政协
领导领衔督办重点提案19件，
深入一线调查研究、座谈协商，
有效推动全省重点工作的落
实。征集提案线索，提供知情明
政常态化服务，引导政协委员和
政协各参加单位围绕自由贸易
港建设任务精准建言，广泛凝
聚共识。

省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以来659件提案获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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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论
凝心聚力共奋进，同心逐梦谱新篇。
在万众期盼中，我们迎来了省六届人

大五次会议和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的召
开。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满怀豪情、汇聚一堂，共同谋划2022年
发展大计。此次盛会是在迈向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关键时期召开的
重要会议，对团结带领全省人民牢记嘱托，
坚定信心，拼搏进取，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阔步前进，共谱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崭新篇章，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我们对两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

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我们
迎来党的百年华诞，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迈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新征程。一年来，在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海
南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积极践行“国之大
者”，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
入新发展格局，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
疫情，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庆祝建党
百年系列活动，深入推进“查堵破难”及作
风整顿建设等重大活动任务，紧紧扭住风
险防控最关键变量，勠力同心、拼搏实干，
推动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走在全国前列，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向
前，高质量发展步入快车道，实现“十四五”
良好开局。

过去的一年，是省人大履职尽责、积
极作为的一年。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服务中心大局、依法履职尽责，为推动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
设，有效发挥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
作用。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
易港法》，坚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
接，紧贴自由贸易港改革发展稳定需要，大
力推进立法创新，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律法规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坚持监督
与支持相结合，促进“一府一委两院”依法
正确行使职权；坚持人大代表主体地位，大

力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加强人大自身建设……一系
列新举措、新作为充分彰显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过去的一年也是省政协探索开拓、奋
发有为的一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省
政协及其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
想，紧扣专门协商机构这一性质定位，以
协商平台为“弓”，以机关干部队伍作风整
顿，常委、委员履职考核，开展民主监督为

“箭”，瞄准助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
自由贸易港建设目标，靶向发力、积极作
为，为海南高质量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从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夯实共同思想
政治基础，到借助全国政协协商平台，助
推自由贸易港建设；从助推琼港经济合作
走深走实，到着力解决市县政协“两个薄
弱”问题，有效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
………履职尽责展现出的新成绩、新风
貌，充分体现出人民政协的独特优势。

2022年，我们再次行进到关键一程的
关键节点。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关键之年，海南也
将召开省第八次党代会，做好今年的工作
意义重大。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
嘱托，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践行“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十九届历次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
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为重点，奋发
有为、拼搏进取，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向纵深发展，努力在新征程上实现新作
为、展现新气象。

今天的海南正展现越来越光明的前
景。我们相信，与会代表、委员们一定会
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
责的态度，为海南发展多建睿智之言、多
献务实之策，圆满完成大会各项任务。潮
平岸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让我们
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满怀信心，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奋力推动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再上
新台阶，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
第八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全神贯注
倾听报告
1月 20 日上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七届海南省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在海口
隆重开幕，省政协委
员全神贯注倾听大会
报告。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