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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首次开启“委员通道”，
9名委员聊发展谈履职
委员通道

通往民心 道出自信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罗霞
1 月 20 日上午 8 时，
省政协七届五
次会议开幕之前，
“委员通道”
开启。在
海南广场 9 号楼一楼中庭，9 位来自不
同界别的省政协委员与记者面对面，
建
言自贸港建设，
展现履职风采。
据介绍，为更好展示海南自贸港
建设蓬勃展开的新气象新变化，搭建
委员、代表和厅局长与人民群众沟通
的桥梁，今年省两会期间，我省首次开
设“委员通道”
“ 代表通道”
“ 厅局长通
道”
，进行集体采访活动。
7 时 30 分，一楼大厅已是人头攒
动，媒体记者们纷纷架起“长枪短炮”，
等待首场“委员通道 ”的开启。8 点
整，9 位省政协委员步履从容坚定，精
神饱满，分成三组依次回答提问。
如何借力 RCEP 掘金是社会关注
的热点话题。率先发言的省政协委
员、海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李仁

君给出了“含金量”十足的回答。在他
看来，借助自贸港和 RCEP 双重政策
优势，海南的加工制造、高端制造等有
市场竞争力的产业，可通过从境外进
口资源，在本地生产加工后，实现“买
全球、卖全球”，从而从 RCEP 产业链
重塑中分得更多
“蛋糕”。
琼港合作，大有可为。省政协委
员、香港弘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留兴十分看好琼港融合发展的前
景，
“ 作为政协委员，我要为促成香港
和海南的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把海
南的优惠政策推到香港。
”
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加快释放，
我省“3+1”主导产业呈现竞争新优
势。对此，省政协委员、海南金畅现代
物流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跃光深有
感触：
“ 随着一批政策落地，海南现代
物流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
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疫
情防控……围绕这些社会、经济、民生

省政协委员、
海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李仁君：

抓住RCEP实施机遇
海南自贸港迎来政策密集
落地，在把各种要素“引进来”上
有优势。RCEP 生效实施，为海
南带来了发展机遇，为“走出去”
提供了契机。海南发展加工制
造、高端制造等有潜力，可积极
推进热带农产品加工、航空配套
制造，进一步拉长石化产业链
等。此外，海南服务贸易将面临
诸多机遇，在环境优化之后，吸
引境外居民来琼留学、康养、购
物等方面将会有较大突破。

发展“热词”，委员们的回答焦点精准、
纷，通过线上调解达成调解协议，成功
洋文学创作下一步计划”提问时，省政
观点清晰。
化解纠纷……
协委员、省作家协会主席梅国云表示，
谈到乡村振兴，来自农业界别的
“委员通道”通民心、道民意。省
省作协将采取更多有效的措施，鼓励
省政协委员、省农业交流协会主席周
政协委员、省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
新人，奖励创作，吸引更多的本土作家
大卫建议，海南要加快乡村振兴领域
刘梦琼分享了她 5 年来的履职收获： 和岛外著名作家加入海洋文学创作的
体制机制的集成创新，让国内外的资 “这些年，围绕医疗、教育话题，我一共
队伍中。
金、技术、人才尽快进入海南的乡村
提交了 8 篇提案和 7 篇社情民意。其
最后一位发言的省政协委员，是
振兴领域，促进海南农业农村的优先
中，医院周边停车难的问题得到了省
琼 中 女 足 管 理 中 心 主 任、总 教 练 谷
发展。
委、省政府和省卫健委的高度关注，并
山。
“16 年来，琼中女足共培养出 97 名
被列入‘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的重
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
国家一级运动员，让 40 多名孩子上了
环境，是推动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应
要事项。”刘梦琼说，身为医务工作者，
大学。”谷山说，海南琼中女足成功“冲
有之义。省政协委员、海南国际仲裁
她今年将继续借助政协这个平台为老
甲”充分展现了体教融合的发展优势，
院仲裁员、海南万理律师事务所主任
百姓的健康问题多谏言，多办事。
“这种优势将通过最新搭建的足球训
王雁磊把我省建立国际商事调解机制
作为妇女联合会界别的委员代
练基地向全国展示。”
的创新实践带上了通道。
“海南自贸港
表，省政协委员、省妇联副主席陈桦围
“9 位委员的表现都很好，他们的
的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创新取得了显著
绕“家”字，就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回答，有数据，有故事，有温度，干货满
成效。”他举例说，中国贸促会海南调
积极建言献策：
“海南将尽快编制出台
满。”现场参与提问的媒体记者汪慧认
新一轮海南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促
解中心与海南一中院通过诉调对接，
为，
“ 委员通道”上至国是、下达民生，
进妇女儿童以及家庭的全面发展。”
仅用半天就化解了涉韩国的技术委托
一问一答中传递着海南自贸港发展的
开发合同纠纷；海南国际仲裁院商事
推进自贸港海洋文学事业势在必
奋进力量。
调解中心，对涉香港挂靠经营合同纠
行。回答海南日报记者关于“我省海
（本报海口 1 月 20 日讯）

扫码查看
“两会海报·9 位
省政协委员亮相
‘委员通道’
”
。

省政协委员、海南金畅现代物流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跃光：

省政协委员、
香港弘盈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留兴：

优化现代物流业发展环境

深化琼港合作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可以
借鉴香港的经验，深化琼港合
作 。 近 年 来 ，省 委 、省 政 府 高
度重视琼港经济合作，不少香
港企业和人才来到海南。海南
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陆续出台
许多措施助推琼港合作。作为
省政协委员，我要为香港和海
南合作作出更大贡献。

伴随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推进，海南现代物流业呈现稳中
向好的发展趋势。一系列政策
措施落地，为现代物流业快速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行
业发展迎来很大机遇。希望进
一步完善港口、物流园区、工业
园区的配套设施建设，不断优化
物流发展环境，推动更多海南自
贸港政策落地，让企业进一步增
强政策获得感和发展信心，助力
海南自贸港建设。
李仁君

张跃光

张留兴

省政协委员、
海南万理律师事务所主任王雁磊：

省政协委员、
海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陈桦：

省政协委员、
海南省农业交流协会主席周大卫：

打造海南自贸港国际商事调解品牌

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海南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取得了多项成果，海南自贸港
国际商事调解制度创新成果显
著。建议对标国际规则，制定海
南自贸港国际商事调解规则；统
筹建立统一的海南自贸港国际
商事调解中心，建立海南自贸港
统一管理、统一布局的国际商事
调解窗口服务体系，集中力量打
造海南自贸港国际商事调解品
牌；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展示
海南自贸港法治化国际化形象。

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方面，海南要把农业领域体
制机制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加快推进乡
村振兴，让国内外的资金、技术、
人才加快进入海南乡村振兴领
域，推动海南农业农村发展。在
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方面，要按
照海南产业定位，促进涉农领域
流量的提升。

近年来，我们聚焦儿童和家
庭的急难愁盼问题，引导全社会
建设好家庭、传播好家教、弘扬
好家风，深化家庭文明创建活
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坚持立
德树人，组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关爱和帮扶困境儿童。新
的一年，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促进妇女儿童全面发展的同时，
将重点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尽快编制出台新一轮的海南省
妇女儿童发展规划。
王雁磊

陈桦

周大卫

省政协委员、
海南省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刘梦琼：

省政协委员、
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梅国云：

省政协委员，
琼中女足管理中心主任、
总教练谷山：

筑牢人民群众健康屏障

做好海洋文学这篇大文章

推进体教融合

今年是我第五次参加海南
省两会，深感责任大。这几年，
我立足本职工作，发挥自身特
长，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的是事
关百姓民生的热点问题。作为
医务人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我们在疫情防控一线，体会深
刻。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
我们将坚守在一线，为人民群众
筑牢健康屏障。

少年强则中国强，琼中女足
一直致力于在体育和教育之间
搭建通道，让孩子们通过体育享
受乐趣、培养品格、锤炼意志。
我们积极推进体教融合，让 40
多名孩子上了大学。我们将积
极推动体教融合人才培养工作
走深走实，并通过琼中搭建的足
球训练基地，把琼中女足体教融
合模式向全国进行展示。

时代呼唤更加繁荣的海洋
文学，发展海洋文学事业是海南
广大文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
命和责任。近两年来，海南作家
的海洋文学创作成绩卓然，海南
文学界以海洋文学创作为代表
的文学作品集体涌现。今后，省
作协将采取更多有效措施，鼓励
新人，奖励新作，做好海洋文学
这篇大文章，以鲜明的海南气
派、自贸港气象，把海洋文学做
大做强。
刘梦琼

梅国云

谷山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 罗霞 计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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