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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A I N A N D A I L Y

与 海 南 共 同 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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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十二月廿三 初四立春 2022年1月

1950年5月7日创刊/ 海南日报社出版/ 第23850号 25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4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月25日在北京主持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
周年视频峰会。

习近平将主持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视频峰会

新华社北京 1月 24 日电 1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以色列总统赫尔
佐格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以建交以来，两国
人民友谊日益深化，双边关系取得长
足发展。2017年两国建立创新全面伙
伴关系以来，各领域交流合作富有成

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
益。我高度重视中以关系发展，愿同
赫尔佐格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30周年为契机，增强政治互信，深化互
利共赢合作，扩大人文交流，推动中以
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稳定发展，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赫尔佐格表示，建交 30 年来，两
国交往日益密切，双边关系持续深
化。双方在经济、农业、卫生、旅游和
文化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惠及
两国人民。我高度重视以中创新全面
伙伴关系，期待任内进一步促进以中
关系发展。 下转A02版▶

习近平同以色列总统就中以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1月2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
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信访工
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
会议。

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
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党组和中央书记处2021年的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同意其对2022年的工作安

排。会议认为，过去一年，5家党组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履行职责，
加强党组自身建设，为实现“十四五”良
好开局作出积极贡献，为庆祝建党一百
周年营造良好环境，各方面工作取得新
成效。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
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按照党中央部署
要求履职尽责，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

落实、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指导群团
工作和群团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会议强调，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胸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紧扣筹备和召开党的二十大聚焦发
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历史
自信，保持历史主动，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要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把严的主基调
坚持下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持之以恒纠治“四风”，毫
不手软查处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中央书记处要带头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围绕中央政治局和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部署要求，立足自身职责
定位，突出重点抓好落实，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
会议指出，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
窗口。通过制定《信访工作条例》，总结我
们党长期以来领导和开展信访工作经验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信访工作制度改
革成果，对于坚持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
导，理顺信访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规范
和加强新时代信访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把握新时代信访工作
的原则和要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完善信访工作责任体系，用好信

访工作制度改革成果。要坚持和加强党
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健全完善党委
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联席会议协
调、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工作
格局。要做好条例的学习培训、宣传解
读和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在全社会营
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信访工作联
席会议、信访工作部门要牢记职责使命，
坚持人民至上，强化问题导向，主动担当
作为，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信访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海南省第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1月24日下午在省人大会堂胜利闭
幕。大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乘势而上、拼搏实干，努力把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推上不可逆转的发展轨
道，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和省第
八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下午3时，海南省六届人大五次会
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闭幕会）。海南
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应到代表376人，
第三次全体会议实到代表363人，符合
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本次会议执
行主席沈晓明、李军、何西庆、胡光辉、肖
杰、康耀红、陆志远、关进平、林泽锋在主
席台前排就座。胡光辉主持闭幕会。

会议首先表决通过总监票人、监票
人名单。随后，会议进行选举事项。李
军、刘星泰、苻彩香、孙大海当选为海南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国猛当选
为海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王克强、张
军、张震华、钟业昌、种润之当选为海南
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会议表决通过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
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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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南省

2021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2年预算的
决议、关于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海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海南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新当选
人员向宪法庄严宣誓，全体代表监督宣
誓。

各项议程结束后，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发表讲话。他指出，
过去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蓬勃展开，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历
史性地走在全国前列，全省呈现发展方
向坚定、发展质量提升、发展环境优化、
发展热情高涨的生动局面。

沈晓明强调，今年是进入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也是海
南自由贸易港政策落实的攻坚之年和封
关运作准备的关键之年。全省上下必须
乘势而上、拼搏实干，把海南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和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宏伟事业奋
勇推向前进。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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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稳步推进政策深
化落实和封关运作准备工作，强化现代
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两
个引擎”， 下转A02版▶

乘势而上、拼搏实干，蹄疾步稳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南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胜利闭幕
沈晓明讲话 冯飞毛万春李军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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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易宗
平）1月24日上午，省六届人大五次会
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在省人大常委会会
议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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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

会议共有4项议程：听取关于各代表团讨
论各项候选人情况的报告，确定正式候
选人名单，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选举；决定

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提请大会
全体会议表决；听取和审议代表提出议
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将关于省政府
工作报告、计划报告、预算报告、省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建议表决稿，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沈晓明主持 李军出席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况昌
勋 特约记者王江顺）1月23日至24日，
省人大代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沈晓明先后到澄迈、屯昌、乐东代表
团，与代表们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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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们一致认为，省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省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法治思想，坚持正确方向，服务中心大
局，顺应群众期待，是讲政治、讲大局、实

事求是、履职尽责的好报告。大家还就
推进“六水共治”、探索碳达峰碳中和路
径、发展沉香产业、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加强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未
成年人法治教育等提出了建议。

下转A02版▶

沈晓明在参加澄迈、屯昌、乐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把牢正确方向 服务中心大局
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本报海口1月24日讯（记者李磊）
1月23日至24日，省人大代表、省长冯
飞先后前往保亭、琼海、解放军代表团，
参加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省“两
院”工作报告，与代表们开展交流，听取
意见建议。

在保亭代表团，代表们围绕旅游产
业发展、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等
内容提出意见建议。冯飞指出，保亭要
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促进各类优质旅游
要素有效组合，做好山海联动，积极探索
全域旅游发展新模式。要以定向培养的

方式壮大教师队伍，提高教师待遇，建立
健全奖励激励机制，不断提升少数民族
地区教育水平。

在琼海代表团，冯飞在听取代表们关
于产城融合发展、干部人才队伍能力提
升等方面的发言后指出， 下转A02版▶

冯飞参加保亭、琼海、解放军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科学合理谋划产业布局 做好产城融合发展文章

乘势而上续写
自贸港崭新答卷

与会人员、各界人士热议
落实省两会安排部署——

乘势而上砥砺前行
拼搏实干再谱新篇

海南自贸港
2022年如何发力？

社 论

（A02版） （A05版）（A04版）

中央媒体看海南

1月24日，海南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在省人大会堂胜利闭幕。 本报记者 封烁 摄


