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个重点园区实现营业收入11602.96 亿元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57.69亿元

税收收入

538.7亿元

洋浦经济开发区等4个园区营收超1000 亿元

海南生态软件园税收超

100亿元

洋浦经济开发区税收超

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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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刘操）
海南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于1月23日下午在海口胜利闭幕。

会议号召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
政协委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海
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实干笃
行，为助推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
港而努力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二
十大和省第八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闭幕会。省
政协副主席肖莺子、李国梁、史贻云、吴
岩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刘登山，
秘书长陈超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

冯飞，省委副书记李军等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委员376人，实际到会

335人，符合规定人数。
闭幕会前，海南省政协七届五次会

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肖莺

子为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副主席，
孟励、霍巨燃、戴贞为政协第七届海南省
委员会常务委员。

下午4时30分，海南省政协七届五
次会议举行闭幕大会。会议通过了政协
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政协
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省
政协七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
告；通过了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政治决议。

毛万春在闭幕会上作了讲话。他
说，会议期间，省委书记沈晓明、省长冯
飞等领导同志出席会议，与委员们深入
交流，共谋改革发展大计。全体委员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真审议和讨论各
项报告，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
充分展示了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使命
担当，彰显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机
活力。会议自始至终洋溢着昂扬向上的
氛围，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奋进的大
会，是一次凝心聚力、风清气正的大会。

毛万春对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
政协委员提出五点要求，一是把准方
向。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航定向，
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始终
与中央和省委同频共振、同向同行；二是
稳中求进。要稳字当头，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紧紧围绕加快产业升级、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等重点工作深入调研协商。要充分发挥
政协优势，积极助力党委政府尽可能将
各种风险化解到最低限度。要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不断巩固发展和谐稳定的良
好局面；三是汇聚合力。要围绕推进儋

州洋浦一体化发展等议题，通过全国政
协平台协商建言、献计出力。务实推进
琼港经济合作发展。推动基层协商民主
建设向纵深推进；四是能力提升。要克
服“能力恐慌”，切实提升政协“履职之
能”。要大兴学习之风，读好有字之书、
无字之书、结合之书。要积极探索政协
履职新平台新载体，努力创造政协工作
新经验新做法；五是转变作风。射好机
关“三项机制”考核之箭，努力造就一支
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的高素质政协干部
队伍。射好常委、委员履职考核之箭，每
一位常委、委员都要高标准完成委员“作
业”，高质量答好履职“考卷”。要射好重
点专项工作考评之箭，做到省委工作推
进到哪里，政协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不断
给出建言资政最优解。

出席大会的还有：罗保铭、刘赐贵、
于迅、陈玉益、钟文、陈国猛、刘星泰、苻
彩香、徐启方、沈丹阳、孙大海、周红波、
罗增斌、何西庆、胡光辉、肖杰、康耀红、
陆志远、关进平、王路、刘平治、冯忠华、
闫希军、王斌、倪强、陈凤超、张毅、马勇
霞、林方略等领导同志，住琼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月，住琼十三届全国
政协常委连介德、林安等。

应邀列席会议的还有不是七届省政
协委员的住琼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省
直机关单位、省级国家机关各部门、驻琼
副军级以上部队、群众团体、中央直属或
双重管理单位、大企业负责人，不是省政
协委员的市县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厅级
干部及部门负责人、省政协历届委员联
谊会负责人、省委统战部厅级干部及部
门负责人，中央主要新闻媒体单位驻琼
机构负责人，省属高校统战部负责人，群
众代表和华侨代表等。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海南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胜利闭幕
沈晓明冯飞李军出席闭幕会 毛万春主持

1月23日，海南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海口胜利闭幕。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傅人
意 通讯员许瑞恒）2021年，海南自贸港
重点园区坚持集约集聚，园区主要经济
指标完成既定目标，快于序时进度，远高
于全省水平，呈现比学赶超、蓬勃发展的

局面。2021年1月至11月，11个重点
园区实现营业收入11602.96亿元，税收
收入 538.7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857.69亿元。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月
23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的。

园区经济活动主战场地位进一步凸
显，规模和集聚效应大幅提升。去年，洋
浦经济开发区、海口江东新区、海南生态
软件园、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等
4个园区营收超1000亿元；下转A03版▶

2021年1月至11月

海南自贸港11个重点园区营收破万亿元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易宗
平）1月23日上午，省第六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在省人大会堂举行第二
次全体会议。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 376 人，实到
363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本次会议
执行主席肖杰主持。本次会议执行主席
周红波、丁晖、袁光平、邹广、田志强、龙
卫东、贺敬平、田丽霞、朱宏凌、孙世文、
司迺超、文斌、刘峰松、凌云、符鸣、陈儒
茂、穆克瑞、徐斌、邓伟强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

沈晓明、冯飞、毛万春、罗保铭、于
迅、李军、陈国猛、肖莺子、刘星泰、苻彩
香、徐启方、沈丹阳、孙大海、罗增斌、何
西庆、胡光辉、康耀红、陆志远、关进平、
王路、刘平治、冯忠华、王斌、倪强、陈凤
超、张毅、马勇霞、李国梁、史贻云、吴岩
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刘登山、李
谷健、张作胜、许俊、贾东军、路志强、林
泽锋等同志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共进行了五项议程。
受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托，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何西庆向大会作《海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报告在回顾省六届人大及其常委会

2021年工作时指出，过去一年，是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隆重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党中央首次召开
人大工作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
由贸易港法》颁布实施。省人大常委会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
历次全会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在
省委坚强领导下依法履职，为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和自贸港建设发挥了重要
作用。

报告指出，过去的一年里，省人大及
其常委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不
断推进；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工作，把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常委会工作的最
高政治原则，紧扣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
署谋划推进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
作，确保人大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在立法工作方面，省人大常委会坚
持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衔接，海南自
贸港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紧贴海南自贸港法的制定和实施，积极
发挥地方立法机关作用；紧贴自贸港建
设急需，加强改革开放和促进发展立法；
紧贴市场主体关切，加强营商环境立法；

紧贴人民群众期盼，加强生态、民生和社
会治理立法。特别是省人大常委会以立
法推动建立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境外船舶移籍和登记“一事通办”，分
别获得“海南省改革和制度创新奖”二等
奖、三等奖。一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共审
议通过省级法规和法规性决定33件，批
准市县法规14件。

在监督工作方面，省人大常委会坚
持监督与支持相结合，着眼于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开展监督，着眼于推动生态
环境保护开展监督，着眼于推动民生改
善开展监督，着眼于推动法治海南建设
开展监督。一年来，先后听取和审议专
项报告16个，开展专题询问2次，对7部
法律法规实施情况开展检查，作出决议
决定3项，开展专题调研16项，备案审
查规范性文件42件，确保行政权、监察
权、审判权、检察权正确行使。

在代表工作方面，省人大常委会坚
持人大代表主体地位，依法推进市县乡
人大换届选举，注重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加强和改进代表服务保障，加强代表议
案建议办理工作。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受理议案14件、建议369件，均已完成
办理，一批议案建议已转化为促发展、惠
民生的政策措施。 下转A02版▶

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院”工作报告

沈晓明冯飞毛万春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刘操）1月23日下午，省政
协七届二十五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在海口召开。省政协主席
毛万春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主席会议成员工作分
工；通报关于优化“一弓三箭”机制工作方案、年度考核和工作
推进情况；表彰2021年度优秀省政协常委、委员。

毛万春指出，优化“一弓三箭”机制是适应全面从严治党
新形势的需要， 下转A02版▶

省政协七届二十五次
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毛万春主持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刘操）1月23日上午，省政
协七届二十四次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省
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各小组召集人汇报本小组讨论各项决议（草案）
情况和酝酿候选人名单（草案）情况。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选举办
法；通过了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副主席、常务委员候选人
名单； 下转A02版▶

省政协七届二十四次常委会会议
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毛万春主持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刘操）1月23日下午，省政

协七届五十四次主席会议在海口召开。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
持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七届海南省委员会主席会议成员工
作分工。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肖莺子，省政
协副主席李国梁、史贻云、吴岩峻、陈马林、蒙晓灵、侯茂丰、刘
登山，省政协秘书长陈超出席会议。

省政协七届五十四次
主席会议召开
毛万春主持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易宗
平）1月23日下午，省六届人大五次会
议主席团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厅举行第
三次会议。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沈晓明
主持。主席团常务主席李军、何西庆、胡
光辉、肖杰、康耀红、陆志远、关进平、林
泽锋在主席台就座。

本次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66人，实
际到会62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
次会议共有6项议程：决定将关于省政
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
审议；听取和审议省六届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关于对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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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计
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将关于
计划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听
取和审议省六届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海南省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2年省本级预算（以下简称预算）草
案编制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将关于预
算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决定
将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提请各代表团审议；决定将关于省
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
请各代表团审议；决定将关于省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
团审议。

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沈晓明主持 李军出席

制图/张昕

2021年1月至11月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金昌波）1月23日，李军代表
在万宁代表团参加审议，与各位代表一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

李军对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省“两院”工作报告表示完
全赞同。他说，过去一年，省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力推进
立法创新，依法行使监督职权，推动自贸港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取得重大成果， 下转A03版▶

李军参加万宁代表团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省“两院”工作报告

省两会首次开启
“厅局长通道”

传递权威声音
回应社会关切

与会人员就如何促进儋州
洋浦城市功能互补等展开热议

确保儋州洋浦一体化
开好局、起好步

代表委员就“六水共治”
攻坚战建言献策

护好海南岛“肾脏”
添彩自贸港招牌

（A06版）（A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